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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8 日以电

子邮件或直接送达方式发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0 人，实到董事 9 人，

董事薛金洪先生因故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季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表决通过相关决议。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 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公司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14,097.93 元人民币，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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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556,739,078.24 元人民币，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548,724,980.31 元人民币，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 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

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六） 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七） 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八） 审议通过《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9-2021 年）》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2021 年）》。 

（九） 审议通过《关于支付 2018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支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度

财务审计费用人民币 47 万元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人民币 18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拟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费用及内控审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下属企业江苏昌九农科化工有限公司对部分设备计提减值

准备 5,205,559.76 元人民币，公司对参股公司江西昌九康平气体有限公司计提减值

准备 188,622.26 元人民币，公司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503,021.22

元，各类资产减值准备合计计提 5,897,203.24 元人民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注销控股子公司江西昌九昌昱化工有限公司，并授权经营

层具体办理有关清算、注销等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注销公司控股子公司的议案》（公告编号：2019-012）。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核销公司对外长期股权投资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对北京北大环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进行核

销。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核销公司对外长期股权投资的议案》（公告编号：2019-013）。 

（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拟定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14 时在北京市东城区新中街 8 号

亚洲大酒店二楼锦义厅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19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14）。 

（十五）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将于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听取《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十六） 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十七） 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具 体 内 容 详见 公 司 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 在 上 海证 券 交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十八）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此项议案表决情况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依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9]10 号）有关指引

要求，董事会审议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及《公司章程（2019 年 4

月修订）》。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董事会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