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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8 年度主要经营指标情况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759,217,083.41 元，同比减少 52.69%，实现

营业利润-710,477,591.23 元，同比减少 653.94%；其中，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452,238,132.69 元，同比减少 292.19%。 

二、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运行情况 

2018 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开了 12 次会议，对下列重要事项进行了审议： 

会议召开

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议案 

2018.1.11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 

1、关于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2、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 

3、关于审议《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测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8.1.26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 

1、关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2018.4.23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 

1、《2017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2、《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 2017 年度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7、《关于2017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8、《关于2018年度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9、《关于 2018 年度公司及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的议案》 

10、《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1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2、《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13、《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4、《关于参股公司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度经营情况的议案》 

15、《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2018.4.26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 
1、2018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2018.6.19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 

1、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

满后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2018.7.2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 

1、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2018.7.30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 

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的议案 

3、关于召开 2018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2018.8.29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 

1、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关于调整 2018 年度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

议案 

3、关于调整 2018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 

4、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2018.10.29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 
1、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8.11.20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 
1、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2018.12.11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 
1、关于扩建云数据中心的议案 

2018.12.27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 

1、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2、关于与曾金辉、江西若彦实业有限公司签

署《业绩补偿及股份收购框架协议》的议案 

在上述会议中，董事会的召集、提案、出席、审议、表决、决议等均按照《公

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要求运作。公司全体董事恪

尽职守，勤勉尽责，主动关注公司的经营管理信息、财务状况、重大事项等，对

于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董事审议时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和诉求，切

实增强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会议时充分发表意见，为董

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董事会组织召开了股东大会并执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2018 年度，公司董事召集并组织了 5 次股东大会会议，其中年度股东大会 1

次，临时股东大会 4 次，会议讨论了如下重要议案并作出决议： 

会议召开

时间 
会议届次 审议议案 

2018.1.11 
2018 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 
1、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2018.2.12 
2018 年度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 
1、关于发起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8.5.18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1、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关于 2018 年度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7、关于 2018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8、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9、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0、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11、关于《公司 2018 年-2020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2018.8.16 
2018 年度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 

1、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1.01 回购股份的用途 

1.02 回购股份的方式 

1.03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 

1.04 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

金来源 

1.05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

本的比例 

1.06 回购股份的期限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的议案 

2018.9.17 
2018 年度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 

1、关于调整 2018 年度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

议案 

2、关于调整 2018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

计额度的议案 

3、关于 2018 年度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

易思博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相关说

明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召开的五次股东大会均采用了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为广大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表决提供便利，切实保障了中小投资者的参与权和监



督权。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认真执行重大事项的决策程序，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8 年度，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认真履职，充分发挥了专业优势和职能作

用，为董事会决策提供了良好支持。 

1、审计委员会：报告期内，审计委员会共召开5次会议，审议了公司定期报

告财务报表、内审部门的工作报告等事项，详细了解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严格审查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实施

了有效地指导和监督。在年度审计工作过程中，审计委员会在审计机构进场前与

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时间安排和重点审计范围，督促会计

师事务所的审计工作进展，与年审注册会计师充分沟通，就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交换意见，积极发挥审核和监督职能。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报告期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共召开了1次会议，对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8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考核，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2018

年度认真地履行了职责，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各项业务指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度薪酬与公司绩效考核相关规定一致。 

3、战略委员会：报告期内，战略委员会依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定组织开展工作，对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以及战略

部署进行商议，为规划的达成和落实献言献计。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

真审议董事会的各项议案，在涉及公司重大事项方面充分表达意见，为董事的科

学决策提供了保证。具体详见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信息披露情况 

2018 年度，董事会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按时完成了定期报告披露工作，并根据公司

的实际情况及时发布会议决议、重大事项等临时公告，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确保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重大事项，保护投资者权益。 



（六）投资者关系管理 

董事会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准确、及时地答复投资者热线、互动

易平台，帮助投资者了解公司情况，保持与投资者的良好沟通。 

三、2019 年度董事会重点工作 

董事会将继续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扎实做好董事会日常工作，科

学高效决策重大事项。2019 年度，董事会将坚持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提高

经营业绩，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董事会将根据资本市场规范要求，继续提升公司规范运营和治理水平；严格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

完整；认真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和沟通，

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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