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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程 

 

会议时间：2019年 5月 15日上午 9点 30分  

会议地点：宁波市柳汀街 225 号月湖金汇大厦 20 楼会议室 

主 持 人：董事长 何承命先生  

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介绍参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列席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律师 

三、开始逐项介绍议案 

议案一：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报告 

议案二：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报告 

议案三：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案四：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五：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六：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议案七：关于与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保的议案 

议案八：关于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借资金的议案 

议案九：关于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信贷的授权的议案 

议案十：关于继续利用闲置资金开展理财投资的议案 

议案十一：关于预计 2019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议案十二：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议案十三：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议案十四：关于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补偿的议案 

议案十五：关于 2018 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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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六：关于 2018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议案十七：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十八：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听取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参会股东（股东代理人）发言及提问 

六、以举手表决方式选举 2名股东代表和 1 名监事为监票人 

七、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的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 

八、参会股东（股东代表）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投票 

九、由监票人代表宣布表决结果 

十、主持人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一、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在会议决议上签字 

十二、出席会议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三、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四、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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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

报告》，请予以审议。 

具体内容见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之“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原“董事会报

告”)。详情请见公司 2019年 4月 23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维科技术 2018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第 15

－38页）。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 年 4

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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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监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请予以审议。 

2018 年度,公司监事会召开了九次会议，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

的权力和义务，本着对全体股东认真负责的精神，积极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对

公司依法运作情况和高管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监督，努力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1、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意见   

2018 年公司继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加强管理运作；决策程序均严格遵循《公

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的规定，

董事会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具有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较高的公司治理

和内控水平。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忠诚敬业，在履行职责和

行使职权过程中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对公司出具的 2018

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报告期内，公司在财务管理过程中，未发生违反国家财经法规和有关制度的情

形。 

    3、监事会对公司资产交易情况的意见   

公司资产交易程序合法，交易价格合理，无内幕交易，未损害股东权益，亦未

造成公司资产流失。  

4、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意见   

公司 2018 年与控股股东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共计发生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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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联采购 34.31万元，关联销售 774.35万元，关联销售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例 0.54%。 

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2018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租赁

房产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共为人民币 550.01万元，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向本公司

租赁房产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共为人民币 83.43 万元，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633.44

万元。  

监事会认为，上述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交易均遵循了市场行为，不存在利

用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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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的委托，现报告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科技术”）2018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 

一、报表合并范围及审计结果 

2018 年报表合并范围包括维科技术母公司及其控制的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

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维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维科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维科新源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深圳市甬维科技有限公司、

九江维科印染有限公司、宁波维科精华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维科床单有限公司、镇

江维科精华棉纺织有限公司、深圳维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维科德米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一维山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维科技术有限公司、东莞联志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东莞忠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东莞维科电池有限公司、南昌维科电池有限

公司、东莞市甬维科技有限公司等共 19家公司。 

维科精华 2018年度会计报表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二、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及利润分配情况 

2018 年维科技术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160267.89 万元，同比增加了 545.80 万元，

增幅 0.34%。报告期，在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构成中，按产品分类，其中纺织类实现

销售收入 26105.58 万元，占 18.34%；能源类实现销售收入 115823.68 万元，占

81.37%；其他类实现销售收入 420.84万元，占 0.29%。  

2018 年维科技术共实现营业利润 6604.40 万元，利润总额 6643.69 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57.9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16283.06 万元。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合并净利润

5457.96万元，母公司口径实现的净利润-17629.41万元，由于母公司亏损，根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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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章程相关规定，2018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三、资产结构分析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维科技术资产总计为 247125.78 万元，负债合计为

109666.4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 139821.46 万元。从资产的构成情

况看，流动资产为 140618.75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56.90%，较去年减少 20.75%；长

期股权投资为 1369.35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0.55%，较去年减少 1.19%；固定资产为

42474.19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17.19%，较去年增加 13.25%；无形资产为 3769.60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1.53%，较去年减少 47.40%；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9887.91 万元，

占资产总额的 8.05%，较去年减少 28.47%。 

2018 维科技术的资产负债率为 44.38%，流动比率为 1.33，速动比率为 0.78，

财务风险总体控制在合理水平内。 

四、现金流量情况 

2018 年维科技术现金流量为净流出 4090.21 万元，其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流出 1722.58 万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流入 6939.09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流出 9263.55 万元，汇率变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为

流出 43.17 万元。 

五、股本收益 

公司股本 44093.16 万元，2018年每股收益 0.1249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9%，扣非后每股收益-0.3726元，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1.61%。    

六、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2018 年末，公司主要资产减值准备余额 14936.10 万元，夯实了资产的质量。 

1、关于坏帐准备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维科技术应收款项余额为 54351.54 万元，其中应收账款

52623.31万元、其他应收款 1728.23万元、长期应收款为 0。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8年底坏账准备余额为 10422.75万元 

2、关于存货跌价准备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维科技术的存货账面余额为 29184.66 万元。公司将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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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项目的期末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余额比较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 2018年末存

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291.19 万元。 

3、关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对停用机器设备的固定资产进行逐项检查比较，按照可收回金额低于帐面价值

的金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公司2018年末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余额3222.16万元。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 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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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

预案》，请予以审议。 

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54,579,586.18 元，以母公司口径实现的净利润为-176,294,129.77元。由

于母公司业绩亏损，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拟 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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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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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8 年

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编制了《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公司 2018年度

报告中的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立信中联审字[2019]D-0305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中的会计数据及业务数据，均摘自立信中联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的立信中联审字[2019]D-0305号《审计报告》。 

年度报告中的股本变动及主要股东持股情况，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2018年 12月 31日股东名册编制。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日载于《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

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和《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2)。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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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作为一家控股型的产业集团公司，基于控股子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在符合国

家有关政策前提下，2019年董事会拟由公司向下属所有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 100000万元的贷款担保（含贷款、信用证开证、银行承兑汇票、保函担保、

内保外贷等）额度，单笔担保期限不超过一年。其中，为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

合计为人民币 90000 万元担保额度，为下属非全资控股子公司提供合计为人民币

10000万元担保额度。上述数据以担保余额计算。 

截止 2018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人民币 153800万元，其中公

司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58800 万元。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本授权有效期

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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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与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保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与维科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保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为满足公司日常融资需要，并结合维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

科控股”）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资信状况，公司要求控股股东维科控股为公司提供银行

融资担保，维科控股同意与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相担保。 

一、互相担保主要内容： 

1、双方（包括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向银行正常融资（包括开具票据、国内信

用证、黄金租赁等业务）时，由双方相互提供担保。 

2、公司为维科控股提供担保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00 万元，维科控股为

公司担保的总金额则不受此上额限制。上述数据以融资担保余额计算。 

3、本次担保合作期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同意并经下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4、双方各自自行承担融资责任，因融资违约行为引起的一切损失，由融资方承

担。 

5、双方同意：一方在要求另一方为己方正式提供担保时，应向另一方提供其认

可的反担保措施。否则，另一方有权不提供担保。 

二、维科控股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柳汀街 225号（20-1）室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业务：实业投资、纺织品加工制造、房地产开发、进出口业务等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7,065,497元     成立日期：1998年 5月 14 日 

目前该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占 29.71%，为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维科控股总资产 158.50亿元，2018年全年实现净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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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8281.99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维科控股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1000万元，

公司为维科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95000万元。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本授权有效期

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维

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互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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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借资金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方拆借资金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为满足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要求控股股东维科控股及其关联方

向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维科控股

同意在 2019年提供不超过 40000万元的资金中短期拆借。 

本项资金拆借的资金使用费用按照不高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维科控股及其关联方合计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中

短期资金融通余额为 0 万元。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签订资金拆借协议，本授权有

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拆借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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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信贷的授权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

信贷的授权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为满足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同时规范公司的大额资产处置行为，根据《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对公司在向银行（债权人）申请信贷的事项中涉及的资产

抵押行为进行授权管理，具体规定如下： 

一、公司拟向银行（债权人）进行资产抵押涉及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负债总额 50%以下的，且金额低于 50000 万元，授权董事长在本额度内签署相应

的信贷（抵押）合同；  

二、公司拟向银行（债权人）进行资产抵押涉及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负债总额 50%以上的，或金额高于 50000 万元，对超出额度后的信贷（抵押）合

同经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三、资产抵押金额以帐面价值余额为计算标准； 

四、控股子公司发生上述事项的，视同本公司行为，由董事长（会）依据上述

条款进行授权，并由公司委派的董事（股东代表）在所任职的企业依照公司的决定

和法定程序实施。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以资产抵押申请银行信贷余额为 3000万元。 

本授权有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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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关于继续利用闲置资金开展理财投资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继续利用闲置资金开

展理财投资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继续在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净资产 50％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0万元的额度内进行包括股票及其衍生产

品、基金以及衍生品、固定收益类产品、借款类等产品市场投资，同时亦在进行充

分的研究分析前提下，灵活调节上述投资金额，合理安排资金的投资方向，尽可能

提高资金的投资回报率。 

    公司在理财投资的实际操作中一直遵循谨慎、风险控制的原则，定期将理财投

资的运作情况向董事会及监事会进行汇报。今后公司将继续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证券投资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进一步做好理财投资的风险控制和信息披露

工作。 

本授权有效期至下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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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一 

关于预计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预计 2019 年日常性关

联交易情况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一直依据于 2006年 3月 6日与控股股东维科控股

签署的《关于经常性商品购销框架协议》执行，并在公司中期报告及年度报告中进

行汇总披露，在年度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进行事后审议确认。 

根据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的相关监管要求，需要对公司 2019年度的日常性关

联交易情况做出预计并进行专项审议。 

一、2019 年度的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19 年度，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维科控股及其关

联方之间发生，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 

预计采购 

2018年 

采购数据 

2018年 

预计采购 

2019年 

预计销售 

2018 年 

销售数据 

2018年 

预计销售 

维科控股及其关联方

的关联交易合计 
1000 34.31 2000 2500 774.35 2300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分析，均具备充分的履

约能力，关联方向本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均为独立市场主体之间的交

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

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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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与维科控股其他下属子公司之间的销售关联交易，主要系特阔分公司向

宁波维科特阔有限公司收取纺织加工费等。 

2、公司与维科控股其他下属子公司之间的采购关联交易，主要系本公司其向采

购家纺用品、支付水电等。 

2018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合计发生日常性关联采购 34.31万元，关联销售

774.35 万元，关联销售金额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0.54%，不影响到公司业务

的独立性，也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产生业务依赖。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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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二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018年末

公司对资产进行了梳理，并对应收款项、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进行了减值测

试。经测试，公司2018年度计提坏账损失11,830,663.77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6,746,446.24元；计提存货跌价损失41,072,821.37元，计提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2,983,025.64元，合计影响当期损益82,632,957.02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情况如下: 

1、应收款项减值情况 

2018年度计提坏账损失11,830,663.77元，影响当期损益11,830,663.77元。主

要系补提东莞市金铭电子有限公司、东莞金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友尚宝润

实业有限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金所致。  

2、固定资产减值情况 

2018 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6,746,446.24 元，影响当期损益

26,746,446.24 元。主要系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维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试线

设备停产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3、存货减值情况 

2018 年度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41,072,821.37 元，影响当期损益 41,072,821.37

元。主要系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维科电池有限公司对其库存产品按库龄分析结合

市场售价进行减值测试，提取存货跌价准备金额所致。 

4、在建工程减值情况 

2018 年公司计提在建工程减值损失 2,983,025.64 元，影响当期损益

2,983,025.64元。主要系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维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试线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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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停产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日载于《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

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2，《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18。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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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三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鉴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募集配套资金已经到位，为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正常使

用计划的情况下，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3.2 亿元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323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非公

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8 亿元人民币，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实际非公开发行

股份 58,698,840 股，发行价格为 8.75 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513,614,850

元，扣除承销费用 14,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99,614,850 元。2017 年 8

月31日，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立信中联验字[2017] D-0045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有关制度

文件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实行集中管理，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鼓楼支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分别为 

3901110029200026537 、 3901110029200026413 、 3901110029200026386 、

3901110029200026262。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账户情况 金额 

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净额 53,288,3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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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增加项：  

（1）本期收到募集资金净额  

（2）专户利息收入 757,386.19 

（3）赎回上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437,000,000.00 

（4）赎回本期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 774,000,000.00 

（4）账户开户费存入 1,300.00 

（5）上期理财收益转入 5,990,312.33 

（6）本期理财收益转入 8,194,737.57 

小   计 1,225,943,736.09 

2、募集资金账户资金的减少项：  

（1）对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 181,528,178.36 

（2）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4,022,784.77 

（3）专户手续费支出 11,836.71 

（4）部分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1,034,000,000.00 

（5）转入应付募投项目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5,743,469.00 

小   计 1,235,306,268.84 

3、募集资金账户期末余额 43,925,771.51 

三、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本公司

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开展低风险的资金理财业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公司将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情况下，

在最高时点资金占用总额不超过 3.2 亿元（含本数）的投资额度内以闲置募集资金

适度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含结构性存款)。具体

情况如下： 

1、投资目的：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运作效率和收益，降低募集资金闲置成本。  

2、理财产品品种：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 发

行主体包括银行、证券（含全资子公司）、基金、资管、信托等。 

3、投资期限：自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次年度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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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召开日。 

4、投资额度：最高额度不超过 3.2 亿元（含本数），即在上述投资期限内可滚

动购买，但任一时点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2亿元（含本数）。

该额度根据公司募资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  

四、 实施方式 

1、审批权限及授权：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董事会将在上述额度范

围内授权公司经营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格专业的产品发行主体、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理财产品期限、签署合同及协议

等。 

2、风险控制：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

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即时报交易所备案或者公告。公司

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

关，谨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

公司将与该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保持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

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信息披露  

公司每次在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该次

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授权经营层办理相关事宜及签署相关文件，并及

时进行对外信息披露。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日载于《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

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2，《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9。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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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四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补偿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及补偿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于2017年8月24日完成资产交割，相关标的已完成过户登

记，并经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立信中联验字[2017] D-0045

号《验资报告》审验，2017年9月7日，公司办理完成新股登记手续。2017年9月8日，

公司取得上海证登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重组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标的资产的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的差异

情况说明如下： 

一、标的资产的业绩承诺情况 

（一）维科电池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维科电池利润补偿协议》，交易对方维科控

股、杨龙勇及耀宝投资承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维科电池2017年度、2018年度、2019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000万

元，7,000万元和9,000万元。 

（二）维科能源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维科能源利润补偿协议》，交易对方承诺，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维科能源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430万元，2,002万元和2,574万元。 

二、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业绩补偿安排 

（一）维科电池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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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审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 [2019]D-0091 号，维科电

池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2,625,160.28

元，扣除“聚合物锂电池产线技术升级项目”项目使用的配套募集资金到账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按 3 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成本 2,116,173.80 元，

实际实现承诺业绩 20,508,986.48 元，较承诺的 70,000,000.00 元少了

49,491,013.52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29.30%。 

鉴于上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根据公司与维科控股、杨龙勇及耀宝

投资所签订的《维科电池利润补偿协议》，公司将向交易对方回购补偿股份数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交易对方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标

的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交易对方累积已补偿股份数。 

2018 年 应 补 偿 股 份 数 = （ 120,000,000.00 元 - 32,527,531.86 元 ）

÷210,000,000.00 元×63,575,341 股-11,498,496 股= 14,982,896股（各补偿方均

向上进位），交易对方具体补偿数量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名称 各方补偿比例 需补偿股份数量（股） 

1 维科控股 33.68% 5,046,760 

2 杨龙勇 47.20% 7,071,759  

3 耀宝投资 19.12% 2,864,377  

合计 100.00% 14,982,896  

（二）维科能源 

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8 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审核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 [2019]D-0091 号，维科能

源 2018 年实际实现承诺业绩 5,869,195.56 元，较承诺的 20,020,000.00 元少了

14,150,804.44元，实现当年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为 29.32%。 

鉴于上述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未完成情况，根据公司与维科控股所签订的《维科

能源利润补偿协议》，公司将向交易对方回购补偿股份数量如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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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交易对方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标

的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数-交易对方累积已补偿股份数。 

2018 年应补偿股份数=（34,320,000.00 元- 8,834,304.61元）÷60,060,000.00

元×15,528,375 股- 2,930,611 股= 3,658,657 股，交易对方具体补偿数量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方名称 各方补偿比例 需补偿股份数量（股） 

1 维科控股 100.00% 3,658,657  

公司将授权董事会根据 2017年 2月签署的相关《利润补偿协议》约定方式进行，

并全权办理公司重组交易对手方业绩承诺补偿工作对应的全部事宜。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及致歉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1。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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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五 

关于 2018 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 2018年度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独立董事报酬标准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决策程序，经考核，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度薪酬如下： 

姓名 职务 
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

报酬总额（税前）（万元） 

是否在股东单位领取

报酬、津贴 

何承命 董事长 -- 是 

杨东文 副董事长 439.62 否 

吕军 董事 -- 是 

陈良琴 董事兼副总经理 74.80 否 

苏伟军 董事 -- 是 

徐伟宁 董事 -- 是 

梅志成 独立董事 6 否 

冷军 独立董事 6 否 

阮殿波 独立董事 6 否 

薛春林 财务总监兼董秘 48.78 否 

黄福良 原副总经理 61.69（1-11月） 是（12 月） 

说明：黄福良先生于 2018 年 11 月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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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六 

关于 2018 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监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 2018年度公司监事薪

酬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根据公司监事薪酬决策程序，经考核，公司监事 2018年度薪酬如下： 

姓名 职务 
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

报酬总额（税前）（万元） 

是否在股东单位领取

报酬、津贴 

陈国荣 监事会主席 -- 是 

汪军 监事 -- 是 

丁秀才 监事 38.64 否 

贲爱建 监事 27 否 

戴劲松 监事 -- 是 

说明：贲爱建先生于 2019年 1月 29 日辞去公司监事一职。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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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七 

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完成

2018年度审计工作情况的沟通与监督，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立信中联会计

师事务所在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及公正

的执业准则，尽职尽责的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同时，该所出具的《维科技术 2018

年度审计报告》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因此，提请公司董事会继续聘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公司聘用会计师事务所聘期为一年，

可以续聘。公司对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期已满，经董事会讨论，建议续聘

一年。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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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八 

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受公司董事会委托，由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作《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请予以审议。 

根据五部委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合称《内

控规范》）和宁波监管局下发的《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工作的通知》(甬证监发[2012]10 号)、财政部和证监会发布的《关于 2012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通知》（财办会[2012]30 号）

的要求为指导，为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机制，全面落实内部控制工作计划和实施

方案，保证内部控制的持续完善和有效运行，公司拟聘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2019年 4月 23

日载于《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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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2019年4月23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刊登的《维科技术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梅志成）》、《维科技

术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冷军）》、《维科技术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阮

殿波）》。 

 

 

维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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