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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4               证券简称：沙河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3月 13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0

年 3月 25 日上午 9：30 在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 2222 号沙河世纪楼四

楼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9人，

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

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预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 年度公司

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净利润为 21,085,177.65 元，母公司净利润

为-212,359.02 元。母公司 2019 年净利润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03,063,445.79 元，加上 2019 年初新金融工具准则转换影响

390,410.07 元，减去 2019 年已实施的 2018 年度分配股利

13,312,504.66 元，2019年末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289,928,992.1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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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考虑到股东利益及公司长

远发展需求，公司拟以 2019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201,705,187股为基

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 0.11元（含税），共拟

派发现金股利 2,218,757.06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以后年度分配。 

3.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之“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及“公司治理”。 

4.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之“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5.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6.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7.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之“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8.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之“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9.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2021年度拟向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为满足业务发展资金

需求，公司 2020-2021 年度拟向深业沙河（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不超

过人民币 9 亿元的借款额度，借款利率不超过深业沙河（集团）有限

公司同期向金融机构融资的融资成本。此议案审议通过后一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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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陈勇先生、温毅先生、董方先生、

刘世超先生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1 年度借款关联

交易公告》。 

10.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2021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1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合计提供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亿元的借款担保。此议案审议通过后一年有效。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无对外担保事项。2019 年度公

司无逾期的担保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1 年度拟向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11.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2021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的议案》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发展，保证其资金需要，同时为履行股东职

责，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1 年度拟为控股子公司（包括但

不限于长沙深业置业有限公司、新乡市深业地产有限公司以及因公司

2020-2021年度业务拓展需要拟成立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累计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9亿元。此议案审议通过后一年有效。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未对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 

具体内容详见《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2021 年度拟为控股

子公司提供融资资助的公告》。 

12.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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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人。根据股东单位的推荐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的提名，经公司董事会研究，提名陈勇先生、胡月明先生、麻美玲

女士、董方先生、刘世超先生、刘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并同意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

会以累积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熊楚熊先生、陈治民先生、王苏生先

生对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3.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需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3人。根据股东单位的推荐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的提名，经公司董事会研究，提名熊楚熊先生、陈治民先生、王苏生

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独立董事

候选人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股东大会采取累积投票的

方式进行选举。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熊楚熊先生、陈治民先生、王苏生先

生对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4.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及修订案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15.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成立

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

公司的公告》。 

16.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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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

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17.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同

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以上一至三、七至十四项，共计十一项议案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议案五作为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一个议程，但不作为议案进行

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沙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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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候选人简历 

 

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陈勇，男，汉族，1970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1991年7月本科毕

业于安徽大学，1994年7月硕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任深圳市物业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秘书科科长、下属国贸发展公司总经理、

吉发仓储公司总经理和本部资产部经理；深圳市沙河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资产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兼沙河医院支部书记；沙河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胡月明，男，汉族， 1971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 1994年 7 月

本科毕业于郑州大学， 2014 年 7 月硕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历任

河南电视台记者、深圳市国兴律师事务所律师、深圳市盐田区人力资

源管理局劳动仲裁办主任、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综合规划处副调研员、深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及人力资源部总

经理，深业置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业置地投资发展（深圳）有限

公司总经理。拟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麻美玲，女，汉族， 1972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 1994年 7 月

本科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 1997年 7 月硕士毕业 于浙江大学（原浙

江农业大学）。历任深圳市农科集团有限公司发展部部长助理，办公

室主任助理、副主任；深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高级经理、资深

经理，党群办公室（企业文化部）副主任（副总经理）；拟任沙河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董方，男，1973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深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深业鹏基南方集团董事、深业泰然（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业置地有限公司董事、深业华东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农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业智慧园区运营（深

圳）有限公司董事、路劲基建有限公司董事。2006年9月加入深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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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历任深圳市公路勘察设计院测设队队长、深圳市交通局路

隧建设管理办公室建管科科长、惠州广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深业集团投资部总经理、项目发展部总经理、地产运营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 

刘世超，男，1971年6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现任深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深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喀什深圳城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曾任深圳市

建设投资控股公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师、高级会计师、部长助理；深圳

市国资委统计评价（预算财务）处主任科员、副处长；深圳市国资委

企业二处副处长；深圳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巴士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深圳

能源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广深沙角B电力有限公司董事；深圳联

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华润深国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现

任本公司董事。 

刘标，男，1973年10月出生，拥有厦门大学国际会计学士学位、

同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比利时联合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

学位（DBA）、高级会计师和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现任深圳市科陆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曾任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深圳联合金

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

会计师，深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深圳控股有限公司非执

行董事，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财务总监，深圳飞亚达（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等职。曾兼任兼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城市建设开

发（集团）公司董事、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监事长、

喀什深圳城有限公司董事、江苏沃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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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 

上述候选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其他候选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2.独立董事候选人 

熊楚熊，男，1955年出生，博士，教授，注册会计师，先后毕业

于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和厦门大学会计系，1992年在厦门大学获经济

学博士学位后，分配到深圳大学会计专业任教，现为深圳大学教授。

曾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作访问学者。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熊楚熊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止目前，熊楚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陈治民，男，1963年出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硕士。现任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主任、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

国际仲裁院仲裁员。曾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广东省律师协会常

务理事、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深圳市律师

事务所主任、深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政府委派）、平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在房地

产、建设工程、金融及公司法律业务方面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现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 

陈治民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止目前，陈治民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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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苏生，男，1969年3月出生，法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MBA，

中国注册会计师、律师、美国注册金融分析师（CFA）、教授、博士生

导师。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泽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深圳

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罗湖营业部总经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营

业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中瑞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苏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均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止目前，王苏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