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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股东： 

我们作为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在 2018 年度工作中，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

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和

要求，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务，积极出席相关会议，

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努力维护

公司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履行职责时没有违反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现就 2018 年

度我们履行职责的情况向各位股东报告如下： 

一、出席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次数的情况 

2018 年度，我们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亲自出

席董事会会议。本年公司召开了十八次董事会会议，我们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情况如下： 

独立董事姓名 本年应参加董事会次数（次） 亲自出席（次） 委托出席（次） 缺席（次） 

郭全中 18 18 0 0 

张会丽 18 18 0 0 

施海娜 18 18 0 0 

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对应参加的各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均投了赞成票。 

2018 年公司召开了五次股东大会，即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18 年第一次至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独立董事郭全中、施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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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了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独立董事施海娜出席了 2017 年度股东大会、2018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 

二、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2018 年度，我们对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目标签订

及考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提名董事、申请继续停牌、关联交易、

现金分红、计提减值准备等重大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未对公司有

关事项提出异议。 

1. 2018 年 2 月 6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就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的交易事项发表《关于受让

新疆华商盈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2. 2018 年 3 月 1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就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和议案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1）《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独立意见》； 

（2）《关于转让国广东方网络（北京）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

交易事项之独立意见》。 

3. 2018 年 3 月 30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就第七

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申请继续停牌事项发表《关于

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事项的独立意见》。 

4. 2018 年 4 月 11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就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和议案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1）《关于公司董事候选人之独立意见》； 

（2）《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 2018 年 4 月 26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就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和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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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 2017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关联方交易的独立意见》； 

（3）《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独立意见》；  

（4）《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5）《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6）《对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7）《关于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独立意见》； 

    （8）《关于 2017 年度经营班子目标责任考核的独立意见》； 

（9）《关于签订<2018 年度经营班子目标管理责任书>的独立意

见》。 

6. 2018 年 6 月 25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就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关于

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转让注册商标暨关联交易事项之独立意见》。 

7. 2018 年 7 月 13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就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暨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发表《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

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的独立意见》。 

8. 2018 年 8 月 31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就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的前期会计差错及追溯调

整事项发表《关于前期会计差错及追溯调整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现场检查工作情况 

2018 年 3 月 19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施海娜一行在海口市与其

他董事会成员及经营班子就公司战略规划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2018 年 7 月 16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及经营班

子就公司收购车音智能 60%股权的事项进行了讨论。 

2018 年 8 月 10 日，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一行与其

他董事会成员及经营班子就公司核心竞争力、文创项目、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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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减值、加强对子公司监管、成本控制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四、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在 2018 年度，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均是第七届

董事会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成员，并分别作为三个

委员会的召集人，此外，独立董事施海娜是战略发展委员会的成

员。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履职情况如下： 

1．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2．审计委员会积极开展 2017 年报相关工作，与年审注册会

计师协商确定年度审计工作时间安排，沟通审计重点，询问内部

控制审计中发现的问题及是否构成重大影响，并督促会计师事务

所在约定时限内提交审计报告，对公司编制的财务报表发表意见，

并向董事会提交了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2017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

结报告和 2018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议，在公司年报审计过

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2018 年

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审核了公司的 2018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表、

2018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 2018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真讨论并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

度经营班子目标责任考核的议案”、“关于签订《2018 年度经营班

子目标管理责任书》的议案”，并对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在 2017 年报中所披露薪酬进行了审核。 

4．战略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纲要”。 

五、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内审部门、会计师

等的沟通情况 

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现

场会议等方式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交流、沟通，

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事项、投融资情况和行业状况。在 2017 年度

审计会计师进场审计前，三位独立董事审阅了 2017 年度审计工作

计划，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 2017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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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在年审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与年审会计师就审计

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探讨，保证了审计结果的真实、

可靠、准确。 

六、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在 2018 年内能勤勉尽责，忠实履行

独立董事职务，对公司战略规划、生产经营、目标考核、关联交

易、内部控制、制度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等情况，详实地询问

并听取相关人员的汇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情况和资料，维

护了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谢谢大家！ 

 

 

     独立董事：郭全中、张会丽、施海娜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