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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5          证券简称：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2019-024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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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4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公司全体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现场投票

表决方式审议表决。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徐元生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顾建平先生、张彩虹女士、周中胜先生向董事会

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并将在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附件 1。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详见附件 2。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 年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163,225,240.09 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250,873,359.60 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净利润的 10%计 0.00 元列入公司法定盈余公积金。母

公司期初未分配利润为 737,731,322.07 元，本期分配 2018 年度普通股股利 0 元。母

公司 2018 年度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 486,857,962.47 元。 

公司正处于转型发展期，为了不影响公司未来整体业务发展，保证公司生产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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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持续性和现金流的充裕性，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8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兴财光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19）第 337004号《内

部控制鉴证报告》、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2018 年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 2018 年 内 部 控 制 规 则 落 实 自 查 表 》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除独立董事外的其他董事 2018 年

度薪酬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于第四届独立董事，公司执行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016-2018 年度拟

给予第四届独立董事每人 5万元的独立董事津贴（税后）。 

1、关于董事徐元生的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董事徐元生回避表决） 

2、关于董事陈吉强的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董事陈吉强回避表决） 

3、关于离任董事朱建忠的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关于董事吴卫文的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董事吴卫文回避表决） 

5、关于董事韩新儿的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董事韩新儿回避表决） 

6、关于董事徐冉的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董事徐冉回避表决） 

7、关于董事姚建军的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其中董事姚建军回避表决）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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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的具体薪酬详见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董事、监事、高管基本

情况及年度报酬情况。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2018 年度薪酬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的具体薪酬详见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董事、监事、高

管基本情况及年度报酬情况。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薪酬详见公司2018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董事、监事、高

管基本情况及年度报酬情况。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9）第 337002号《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独立董

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

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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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并以特别决议审议。 

《公司章程修正案》详见附件 3。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董事会授权公司相关业务办理人代表公司办理相关工商手续，并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与杭州海陆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海陆”）自然人股东白红俊于

2017 年 3 月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在协议有效期限内公司对杭州海陆合并报表，

该协议已于 2019 年 3 月到期。协议到期后杭州海陆成为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并与

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预计 2019 年度向关联方杭州海陆分别采购和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及接受劳务，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4,200 万元。 

关联董事韩新儿回避表决。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详见《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意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9-2021 年度津贴的议

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9-2021年度拟给予第五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每人 6万元的独立董事津贴

（税后）。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议案》。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致歉声明》详见《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八、审议并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的议案》。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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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报告》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中兴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19）第 337002 号《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

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分红管理制度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

2021 年）〉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分红管理制度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计划

（ 2019-2021 年）》、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决定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2019/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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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主要从事余热锅炉、大型及特种材质压力容器和核安全设备的制造销售，

固废、废水等污染物处理及回收利用的环境综合治理服务以及光伏电站 EPC 业务。

2018 年度，受惠于装备制造行业复苏，通过调整产品结构，强化经营管理，公司

装备制造业发展态势良好，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 

公司除立足于现有产品余热锅炉、压力容器及核安全设备外，充分利用我国

对节能减排的政策支持，抓住核、电、风、光等新能源发电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

加大技术创新和投资力度，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2017 年，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了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83.6%股权。通过本次交易，

公司进一步开展同行业并购，使得现有光伏电站运营业务可以有效向上游光伏电

站 EPC 行业延伸，进一步拓展和完善光伏产业布局。 

2018 年度，受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的不利影响，公司此前收购的 Raschka 

Holding AG、张家港市格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及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业绩

均未达预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共计 89,748.68 万元。同时考虑本次商誉减值、业

绩补偿和减值补偿事项扣除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影响，合计导致 2018 年度合并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因此，公司 2018 年度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227,728.6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4.38%；实现营业利润-2,538.54 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 119.50%；实现利润总额-905.38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107.01%；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322.52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68.09%。 

2019 年，公司将抓住发展机遇，布局战略调整，加快核电发展，调整余热锅

炉、压力容器产品结构，着重于布局高端产品。公司将进一步强化管理，提高生

产效率，并通过积极开发新的客户及产品，发挥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加强管理

与成本控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司可持续增长。 

一、报告期末公司前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 年 

营业收入（元） 2,277,286,680.41 1,171,553,611.20 94.38% 1,065,508,63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3,225,240.09 97,104,399.33 -268.09% 75,352,579.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53,848,968.34 53,455,928.24 -1,510.23% 64,655,906.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27,618,394.41 251,322,781.09 -9.43% 53,083,9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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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38 0.157 -229.81% 0.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38 0.157 -229.81% 0.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2% 4.11% -8.83% 3.30%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6 年末 

总资产（元） 7,580,523,033.17 6,689,449,311.26 13.32% 3,690,337,52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750,441,194.56 3,169,356,443.31 18.33% 2,312,620,035.22 

二、报告期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变化情况分析： 

1、资产构成同比变化及主要影响因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比重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

比例 

货币资金 905,693,173.43 11.95% 499,098,946.15 7.46% 4.49% 
银行存款及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增

加所致 

应收账款 1,859,259,583.51 24.53% 1,634,925,665.11 24.44% 0.09% 未有重大变动 

存货 1,165,927,481.58 15.38% 1,020,735,280.38 15.26% 0.12% 未有重大变动 

长期股权投

资 
1,999,036.83 0.03% 7,955.28 0.00% 0.03% 

新设全资子公司江苏中科海陆工程

科技有限公司所致 

固定资产 1,158,550,676.89 15.28% 684,890,515.80 10.24% 5.04% 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6,081,148.48 0.08% 7,472,323.41 0.11% -0.03% 未有重大变动 

短期借款 690,000,000.00 9.10% 238,000,000.00 3.56% 5.54% 向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29,000,000.00 1.70%   1.70% 向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48,254,540.94 4.59% 638,851,746.83 9.55% -4.96% 采购材料结算所致 

其他应收款 25,478,663.98 0.34% 44,232,994.76 0.66% -0.32% 预付土地款重分类所致 

其他流动资

产 
209,435,570.88 2.76% 149,214,285.24 2.23% 0.53% 理财产品增加、留抵税金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71,223,537.62 0.94% 20,589,477.79 0.31% 0.63% 

因股权稀释导致合并范围减少而重

分类以及新增参股投资所致 

商誉 520,976,498.96 6.87% 1,418,463,298.96 21.20% -14.33% 计提商誉减值所致 

长期待摊费

用 
9,957,807.17 0.13% 348,393.05 0.01% 0.12% 新增装修费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81,977,745.41 1.08% 12,331,780.45 0.18% 0.90% 

预付土地款重分类及待抵扣增值税

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07,641,694.92 4.06% 913,951,070.10 13.66% -9.60% 支付交易对价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7,793,892.09 0.10% 3,118,134.89 0.05% 0.05% 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

负债 
114,104,228.43 1.51% 11,028,000.68 0.16% 1.35% 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其他综合收

益 
251,029.02 0.00% -49,091.95 0.00% 0.00% 外币财务报表测算差额所致 

2、费用构成与上年度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重大变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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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费用 32,773,492.02 27,279,595.43 20.14% 无重大变动 

管理费用 108,581,472.77 96,139,445.51 12.94% 无重大变动 

财务费用 34,483,193.50 -561,854.30 6,237.39% 短期贷款增加 

研发费用 57,190,693.36 40,437,258.81 41.43% 研发投入增加 

3、现金流量同比发生变化情况及主要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212,371,144.25 1,169,981,367.47 89.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984,752,749.84 918,658,586.38 116.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27,618,394.41 251,322,781.09 -9.4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29,469,631.72 864,245,055.75 -27.17%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14,708,631.06 946,677,796.49 70.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85,238,999.34 -82,432,740.74 -1,095.20%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00,665,470.37 13,000,000.00 14,520.5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54,911,942.71 66,727,426.67 1,331.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45,753,527.66 -53,727,426.67 1,860.2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1,180,384.55 114,037,462.92 67.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89.09%，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6.05%，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70.57%，主要系本期取得子公司及

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增长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520.50%，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31.06%，主要系本期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特此报告。 

财务负责人：           

             王申申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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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2019 年，公司将抓住发展机遇，布局战略调整，加快核电发展，调整余热锅

炉、压力容器产品结构，着重于布局高端产品。公司将进一步强化管理，提高生

产效率，并通过积极开发新的客户及产品，发挥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加强管理

与成本控制，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公司可持续增长。 

2019 年，剔除商誉减值及业绩对赌补偿因素的影响，公司预计经营性销售收

入和净利润同比增长 30%以上。  

上述公司 2019年度财务预算，是在相关假设条件下制定的，并不代表公司对

2019年度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

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特此报告。 

 

财务负责人：           

             王申申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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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案 

公司根据 2019 年 4 月 1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关于修改〈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

了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锅炉（特种锅炉、工业锅炉）、

核承压设备、锅炉辅机、压力容器、金属包装容器、机械、冶金设备、金属结构

件制造与销售；金属材料购销；金属包装容器、压力容器设计（按特种设备设计

许可证核准经营范围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实业投资及技术咨询。 

第十五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

股份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

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

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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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 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

收购本公司股份时，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收购

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三）项、第

（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需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

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

第（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 项、第（四）

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 第（六）

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

之十，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遇有特殊情况，公

司可以另定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并在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中载明）。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方式为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

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公司不设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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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

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股东大会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章程的约定向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  

董事会发现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时，应对控股股

东所持公司股份启动“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一经发现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

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董事会应立即依法申请有关人民法院对控股股东所

持公司股份予以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份偿还侵占资产。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

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锅炉（特种锅炉、工业锅炉）、核

承压设备、锅炉辅机、压力容器、金属包装容器、机械、冶金设备、金属结构件

制造、销售、安装和运输；金属材料购销；金属包装容器、压力容器设计（按特

种设备设计许可证核准经营范围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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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实业投资及技术咨询。 

第十五条  公司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种类的每一

股份具有同等权利。 

同次发行的同种类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存在特别表决权股份的持有人资格、特别表决权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与普

通股份拥有的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安排、持有人所持特别表决权股份能够参与表决

的股东大会事项范围、特别表决权股份锁定安排及转让限制、特别表决权股份与

普通股份的转换情形等事项，均应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

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

其股份；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六）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

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

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

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

照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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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

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10 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

的，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并应

当在 3 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按本条规定回购优先股后，应当相应减记发行在外的优先股股份总数。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后，无正当理由，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不得变更。确需变更的，召集人应

当在现场会议召开日前至少 2 个工作日公告并说明原因。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

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

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 3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公司不设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公

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

押、对外担保事项、关联交易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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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

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超过股东大会授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股东大会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按照章程的约定向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  

董事会发现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时，应对控股股

东所持公司股份启动“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一经发现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

业存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董事会应立即依法申请有关人民法院对控股股东所

持公司股份予以司法冻结，凡不能以现金清偿的，通过变现股份偿还侵占资产。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并根据需要设立战略、提名、薪酬与考核共四

个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

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

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

员会的运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

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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