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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通知于 2019年 4月 12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年 4月 22

日上午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5名，实际出席董

事 5名。会议由董事长张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并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8年

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该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18年度经营状况，并阐述了 2019年工作

目标，其措施切实可行。 

二、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8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附件《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中 “第四

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公司原独立董事黄雄、于北方、陈友春、匡建东向董

事会提交了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 2018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8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述《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及独董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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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8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1,519,303,288.06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

1,488,359,564.17元），营业成本为1,056,356,845.31 元（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为 1,037,093,487.06元），税金附加、期间费用及资产减值损失

1,724,840,085.26元（其中商誉减值损失1,083,399,132.86元、坏账损失

216,316,940.44元、存货跌价损失19,423,686.19元），营业利润为

-1,136,900,934.83元，净利润为-1,168,577,177.30元，每股收益为-1.03元。 

五、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8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号：定期报告披

露相关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完成了 2018 年年

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工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

见。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 年年度

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会议以 5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8年度公司合并净利润为-1,168,577,177.30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166,630,360.49元，扣除2018年实施的现金分配0元，扣除2018年提取

的盈余公积0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78,707,293.97元，2018年度可供分配的

利润为-487,923,066.52元，资本公积余额 1,870,208,433.72元，库存股余额

231,603,892.29元。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无可供分配利润，因此，公司决定2018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中国证监会第 35 号公告《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

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要约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视同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纳入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公司在 2018 年以集中竞价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合计 48,875,110.82 元，视同分红 48,875,110.82 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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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 

七、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公司董事会下属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 2019 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标准的提

议，公司按照如下薪酬标准发放董事薪酬： 

1、2019 年度，公司拟按照每月 4200 元（含税）发放独立董事王军及张拥

军的劳务报酬，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股东大会等会议及办理公司其他事务所发

生的费用由公司承担。 

2、2019年度，在本公司领薪的董事（除独立董事）的薪酬标准为基本薪酬

加绩效薪酬加奖励薪酬来确定。 

八、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下属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 2019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标准的提议，公司按照如下薪酬标准发放高管薪酬： 

2019 年度，在本公司领薪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标准为基本薪酬加绩效薪

酬加奖励薪酬来确定。 

九、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中国证监会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号—《商誉减值》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了更

加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

对 2018 年末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和减值测试，经相关排查和减值测试，公

司董事会拟对截至 2018年 12 月 31日存在减值迹象的相关资产计提相应的减值

准备。经过公司核算，公司 2018年度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合计 131,913.97万元，

减少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913.97万元，减少公司 2018年

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31,913.97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十、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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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8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之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一、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目前总体的战略规划，公司将聚焦军用特种车辆和新能源电动车关

键零部件业务领域，为了便于研发和生产的紧密结合，减少沟通成本，加强研发

效率，同时为了增加公司流动性，公司拟终止“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并

拟将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

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了《关于对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终止募投项目

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二、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 2019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同智机电

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合肥倍豪海洋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盛海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骏鹏通信科技有限公

司与公司关联方福建吉艾普光影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同意公司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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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联方江苏盛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预计合计

总金额不超过 3800万元。 

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同智机电、福建骏鹏与关联方将严格依照相关协议及有关

法律法规规定开展业务往来，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张红、林超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其余 3 名董事参与了议案

的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三、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2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等，该额度

在年度内可以循环使用，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不足。公司拟同意上述授信额度

全部采用纯信用方式，并拟授权公司董事长张红先生代表本公司签署与上述授信

额度有关的合同、协议以及使用授信额度所需签署的各项法律文件。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计划见附表： 

银行名称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8000 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50000 万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45000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30000 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30000 万元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15000 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2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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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的会计准则和相关的业务通知的规定

相应变更公司的会计政策。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详

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五、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

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十六、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在公司行政研发大楼底楼会议室召开 2018 年

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银河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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