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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6月 29日（星期五）14点 00分 

网络投票时间：自 2018年 6月 29日至 2018年 6月 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

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  王若冰 

一、公司董事长致欢迎辞，并介绍本次会议议程及有关事项。    

二、审议议案：    

1、关于《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听取《独立董事 2017年度述职报告》 

4、关于《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7、关于《公司预计 2018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该项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在股东大会表决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8、关于《公司预计 2018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0、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张宝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12、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三、对上述议案发表意见、进行投票表决。 

四、宣布本次会议审议事项表决结果。  

五、宣布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六、与会董事在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上签字。 

七、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见证意见。 

八、会议结束。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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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的《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 年

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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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监事会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召开会议的次数 3 

监事会会议情况 监事会会议议题 

2017年 4月 28日召开第

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1、关于《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3、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4、关于《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5、关于《公司预计 2017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6、

关于《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7、关于《公司 2016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8、《关于 2016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议案》9、《监事会关于<董事会对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

专项说明>的专项意见》的议案 10、关于《公司 2017年第一季度报

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2017年 8月 30日召开第

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1、《关于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2、《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7年 10月 30日召开第

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关于《公司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能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范运

作，决策程序合法；公司董事及经理层等高级管理人员能够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开展各项工作，正确行使职权，勤勉尽责，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通过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的审核以及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出具的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监事会认为财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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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认为：公司 2017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以市

场价格作为交易价格依据，定价公允，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在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和关联

股东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在做出有关

关联交易决策的过程中，履行了诚实信用和勤勉尽责的义务，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行为。 

（五）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阅情况及意见 

监事会所有监事认真审阅了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

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6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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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股东： 

作为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吉恩镍业”）现任独立董事，我们严格

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上市

公司定期报告工作备忘录第五号-独立董事年度报告期间工作指引》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在工作中忠实履行职责，勤勉地行使法律、法规所赋予独立董事的权利，

发挥独立董事的独立作用。 

 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为胡静波先生、李明先生、王旭女士。 

王旭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提名委员会委员；胡静波担任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战略委员会委员；李明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以上三名独

立董事的履历、专业背景及兼职情况如下： 

（一）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胡静波，男，汉族，1970年 2月出生，会计学教授、博导。1996年至今，东北

师范大学教授、副院长。 

李明：男，汉族，1962 年 7 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北京中威华德诚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现任北京中盛智源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王旭：女，汉族，1968 年 11 月出生，博士后，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2002 

年 9 月至 2006 年 8 月吉林大学讲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06 年 9 月至 2007 

年 9 月加拿大 Brock 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6 月中国联

合工程公司财务部副部长；2009 年 6月至今吉林大学管理学院财务会计系教授、硕

士生导师。 

（二）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1、作为吉恩镍业的独立董事，我们及我们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吉恩镍

业或其附属企业任职、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恩镍业已发行股份的 1%以上、不是

吉恩镍业前十名股东、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吉恩镍业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位任

职、不在吉恩镍业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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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没有为吉恩镍业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

服务，没有从吉恩镍业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

露的其他利益。 

因此，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一）出席公司会议情况  

1、董事会  

2017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8次董事会会议。我们亲自出席了会议，未有缺席或授权

委托他人出席的情况。在审议董事会议案时，我们认真审议各项议案，均能充分发表

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且对各项议案未提出异议，均投了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

形。 

2017年度，我们利用参加董事会的机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解，

多次听取了公司管理层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规范运作方面的汇报。 

2、董事会下设委员会会议  

根据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职责权限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就年度报告工作、聘用

会计师事务所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提名等事项进行审议和讨论。  

3、股东大会  

2017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3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前我们充分了解各项议案，

均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且对各项议案未提出异议。 

4、会议表决情况  

我们对董事会的各项议案做了详细了解，为董事会的各项决策做了充分的准备，

对提交董事会的各项议案认真审议，均投出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形。  

（二）现场考察及公司配合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在公司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我们对公司进行了现场考察，与年审注册会计师

进行了见面沟通，听取了管理层关于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的报告，了解了公司发展现状

以及公司当前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并结合自身的专业和实践经验，为公司发展提

出科学客观的建议。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独立董事就生产经营情况或重大事项进行

沟通交流，并对独立董事提出的问题认真回复，积极地配合独立董事展开工作。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一）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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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关联交易是因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

发生的，是根据市场化原则而运作的，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公开、公允”的原则，

公平合理；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和表决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

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在 2017年度，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规范上市公司担

保与资金往来行为，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我们对公司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的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现发表专

项说明和独立意见如下：  

2017年度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均为正常的经营性资金往来，

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对外担保严格遵守了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及相关内控制度对担保的规定，未违反证监发[2003]56

号文、证监发[2005]120 号文的相关规定。 

（三）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2017年度无 A股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四）高级管理人员提名以及薪酬情况 

报告期内，对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人选进行了认真审议，仔细阅读了公司提供的

相关资料，并就有关情况向公司进行了询问，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聘任的高级管理

人员人选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聘任人员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聘任人员的教育背景、任

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等情况能够胜任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2017年度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业绩指标完成情

况对公司 201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结果进行了审核，认为：在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符合公司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的管理

规定，严格按照考核结果发放。 

（五）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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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于 2017年 1月 21日披露了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六）聘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工作中，恪守尽职，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尽职尽责的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因此，向董事

会提请继续聘任该所为公司 2017年度审计机构。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审计机构，公司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  

公司已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办发[2013]110 号）、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 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有

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条款

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政策基本原则、时间间隔、现金分红

的比例及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等事项进行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和说明。由于报告

期内亏损，公司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八）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公司对以前年度公司、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曾做出的承诺做了梳理，承诺已及

时履行。在报告期内公司及股东没有发生违反承诺履行的情况。 

（九）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要求，对重大事件及时、准确、公平的进行了信息披露。2017年，公司共披露

临时公告 102份，定期报告 4份。 

（十）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监管要求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持续强化内控规范的执行和落

实，在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的基础上，对公司的关键业务流程、关键控制环节内部控

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自我评价，不断提高公司内部控制体系运作效率，保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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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审阅了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未发现公司存在内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重大缺陷。 

（十一）、董事会及其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下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

计委员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按照各自工作制度，以认真负责、勤勉诚信的态度忠

实履行各自职责。2017 年度各委员会对各自分属领域的事项分别进行审议，运作规范。

2017年，各委员会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审计委员会召开了 6次会议，主要完成的工

作包括对公司定期报告编制进行了监督和审核及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年度审计机构；对公司内控规范化体系实施相关工作听取汇报和进行检查。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开了 1次会议，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2016年度履行职责情况进

行了审查并对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年度绩效进行了考核；提名委员会召开了 2次会议，

提名于然波先生、张宝剑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一年来我们积极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对公司董事

会决议的重大事项均要求公司事先提供相关资料，坚持事先进行认真审核，并独立审

慎、客观地行使了表决权，切实维护了公司和社会公众股民的合法权益。在维护全体

股东利益方面，特别关注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监督公司公平履行信息披露工作

和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保障了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维护了公司和中小股东的权益。  

2018年，我们将继续本着诚信与勤勉的精神，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结合自身的专业优势，忠实履行独立董事的义务，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加强同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经营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利用专业知识

和经验为公司发展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建议，增强公司董事会的决策能力和领导水

平，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8 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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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方案汇报如下：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30,025,734.31 元，同比增加 13.39%； 

利润总额-2,089,408,306.27 元，同比减少 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63,360,489.16 元，同比减少 8.11%； 

资产总额 12,824,053,617.44 元，同比减少 7.22 %； 

负债总额 12,913,740,333.25 元，同比增加 8.3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额-198,328,277.87 元，同比减少 10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0.12元，同比减少 109.23%； 

基本每股收益-1.47元，同比减少 8.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90,203,443.40 元，同比增加 57.48%； 

本年度财务决算是严格按照新会计准则和国家有关财务制度编制的。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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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7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30,025,734.31元，同比增加 13.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63,360,489.16元。鉴于公司 2017年度亏损，董事会提议公司 2017 年度拟不进

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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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 

关于《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内容详见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月 29日 

 

 

 

 

 

 

 

 

 

 

 

 

 

 

 

 

 

 

 

 

 

http://www.sse.com.cn/


14 
 

议案七：关于《公司预计 2018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各位股东： 

现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汇报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公司已于2018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王若冰、于然波、马忠全、周喜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全票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吉林昊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融集团”）在股

东大会上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购买原材

料 

昊融集团及其子

公司 
10,000.00  本年未向关联方购买原料。 

小计 10,000.00   

接受劳务

及其他 

昊融集团及其

子公司 
300.00 119.15  

小计 300.00 119.15  

提供劳务 
昊融集团  21.43  

小计  21.43  

合计   10,300.00 140.58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买原 

材料 

昊融集团及

其子公司 
10,000.00 3.71 0.00   

本年计划

向关联方

购买原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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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计 10,000.00 3.71 0.00    

接受劳务

及其他 

昊融集团及

其子公司 
300.00 0.11 0.68 119.15 0.04  

 小计 300.00 0.11 0.68 119.15 0.04  

合计  10,300.00 3.82 0.68 119.15 0.0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吉林昊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然波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红旗大街 54号 

主营业务：镍、铜冶炼及副产品加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本企

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本

企业的进料加工“三来一补”业务；镍矿开采(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设计、

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百货、建材（不含木材）经销；利用自有资金

对外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截止到 2016年 12 月 31日，昊融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 3,135,279万元、净资产

5,758万元，其 2016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65,572 万元 、净利润 -355,855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昊融集团持有公司

22.56%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昊融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具备持续经营和服务的履约能力，与本公司以前年度的关

联交易中资信情况良好，对本公司支付的款项不会形成坏帐。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满足公司生产所需原料需要，2018年公司向昊融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镍矿

等原料及其向其提供劳务等日常关联交易。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销售产品：按市场价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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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劳务和接受劳务按本地区市场的平均价格执行。   

（3）购买材料及商品按市场的价格水平执行。   

由于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每月都持续发生，因此公司与关联方根据市场的要求进

行业务往来，依市场交易规则，按框架性的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上述交易可以使公司获得稳定的原料来源，满足冶炼系统的生产能力利用率，提

高产品产量，增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为解决公司原料来源，2018年公司

继续与昊融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公司的关联

交易是建立在符合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的，以上交易如不选择关联方也要选择其它的合

作对象，可能会增加一些成本和投入。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定价原则，定价

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良影

响，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情况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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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关于《公司预计 2018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本次为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的贷款、承兑

汇票、保函担保等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2018年度预计担保金额 

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 1,000 

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20,000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孙）公司的发展， 配合其做好银行贷款安排，提高向银行

申请贷款效率，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预计 2018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对下属子公司通化吉恩镍业

有限公司、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及子公司的银行贷款、承兑汇票、保函担保等提供

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21,000 万元。本次担保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

担保事项是基于对公司及各子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的预计，因此，为了在总体风险可控

基础上提高对外担保的灵活性，以确保各子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可以在本

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上述子公司调剂使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 

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化吉恩”）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其 84. 586%的股权。注册资本 9,000万元，注册地址：通化县快大茂镇矿山委。经营

范围：铜、镍采选及其制品加工，主营业务为镍（铜）矿石采、选。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通化吉恩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88,791,914.92 元，净资

产-18,286,288.09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1,471,476.06元，净利润

-105,322,416.58元。 

2、被担保人的名称：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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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吉恩”）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

其 60%的股权。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注册地址：新乡市化工路 1号。经营范围为：

有色金属及镍、铜的化合物（不含易燃、易爆、有毒、危险品）；金属制品、镍渣、

镍废料、化工原材料（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五金交电、橡胶制品、塑料制品；

机电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销售；自有房地产租赁。 

截止 2017年 12月 31日，新乡吉恩经审计的总资产为 255,953,584.07 元，净资

产 95,360,850.07元，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94,773,017.17元，净利润

36,856,799.33元。 

三、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子公司的发展， 配合各子公司做好银行贷款安排，提高向银行申请

贷款效率，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贷款、承兑汇票、保函担保等

提供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下属子

公司的发展。被担保人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符合证监

发[2003]56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该担

保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执行。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为下属子公司通化吉恩镍业有限公司、新乡吉恩镍业有限公司及子公

司提供担保，符合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本公司

持股 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信息披露充分完整。公司本次为

下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总额 72,437.5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65.24%。累计逾期担保金

额为 21,478.72万元。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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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概述 

2017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

规定进行的。公司及各分、子公司对 2017 年末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等各项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对各类

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

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测试，发现部分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及在建工程存在一定的减值迹象。本着谨慎性原

则，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了 561,348,159.36 元减值准备。

具体计提情况如下表： 

（一）应收款坏账准备 

种类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94,354,348.60 98.94 32,684,246.80 8.29 361,670,101.80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4,230,106.00 1.06 4,230,106.00 100  

合计 398,584,454.60 100.00 36,914,352.80 9.26 361,670,101.80 

续： 

种类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

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302,144,942.78 100.00 35,512,352.41 11.75 266,632,590.37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

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合计 302,144,942.78 100.00 35,512,352.41 11.75 266,632,590.37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402,000.39元；本期无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 

（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种类 期末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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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79,616,960.90   64.73   79,616,960.90   100.00   -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27,906,799.41   22.69   12,966,134.75   46.46   14,940,664.66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15,481,742.41   12.58   15,481,742.41   100.00   -    

合计  123,005,502.72   100.00   108,064,838.06   87.85   14,940,664.66  

续： 

种类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金额 比例（%） 金额 

计提比例

（%）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79,616,960.90 72.54 79,616,960.90 100.00  

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

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30,133,454.00 27.46 11,744,294.36 38.97 18,389,159.64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独计

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 
     

合计 109,750,414.90 100.00 91,361,255.26 83.24 18,389,159.64 

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 16,703,582.80元；本期无收回或转回的坏账准备。 

（三）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种类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金额 本期减少金额 

期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 转销 其他 

原材料 9,425,207.47 
 

 3,341,040.24 
 

 6,084,167.23 

在产品 132,360,194.30   9,101,299.45 45,902,403.43  77,356,491.42 

库存商品 73,424,159.39 33,863,690.69   78,495,511.08  28,792,339.00 

合计 215,209,561.16 33,863,690.69  12,442,339.69 
124,397,914.5

1  

112,232,997.6

5 

（四）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减值准备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债务

工具 
      

可供出售权益

工具 
476,574,862.83 451,459,803.08 41,500,443.80 477,156,137.46 451,969,962.03 35,835,300.99 

按公允价值

计量 
61,133,862.83 49,018,803.08 28,500,443.80 61,715,137.46 49,528,962.03 22,835,300.99 

按成本计量 415,441,000.00 402,441,000.00 13,000,000.00 415,441,000.00 402,441,000.00 13,000,000.00 

其他       

合计 476,574,862.83 451,459,803.08 41,500,443.80 477,156,137.46 451,969,962.03 35,835,300.99 

（五）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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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房屋及建筑物 机器设备 运输工具 电子设备 合计 

减值准备      

1．期初余额 620,372,033.22   393,240,233.77  4,013,692.82   8,426,035.22  1,026,051,995.03  

2．本期增加金额  330,017,046.82   161,693,838.49   874,335.19   27,168,584.18   519,753,804.68  

计提  310,781,846.97   159,985,953.45   715,363.86   27,136,442.48   498,619,606.76  

其他转入  19,235,199.85   1,707,885.04   158,971.33   32,141.70   21,134,197.92  

3．本期减少金额  -     1,947,910.77   3,151.26   13,049.52   1,964,111.55  

处置或报废  -     1,947,910.77   3,151.26   13,049.52   1,964,111.55  

其他转出    

  4．期末余额  950,389,080.04  552,986,161.49  4,884,876.75  35,581,569.88  1,543,841,688.16  

（六）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项目 土地使用权 专有技术 软件 矿业权 合计 

一.  减值准备      

1． 期初余额    158,843,188.69 158,843,188.69 

2． 本期增加金

额 
     

本期计提      

其他原因增加      

3． 本期减少金

额 
   -1,863,254.15 -1,863,254.15 

转让      

其他原因减少    -1,863,254.15 -1,863,254.15 

4． 期末余额    160,706,442.84 160,706,442.84 

（七）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项目名称 本期计提金额 计提原因 

通化吉恩金斗矿基建工程 22,728,975.09 
市场低迷，工程开工困难，无力继

续投入。 

其他零星工程 494,017.09 

其他零星工程中的 15 千吨冶炼厂

环境集烟系统改造，自 2012 年立

项以来，工程长期未开工，工程闲

置。 

合计 23,222,992.18   

二、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本项减值准备的计提将导致本公司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约

人民币 5.61 亿元， 增加本公司 2017 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净亏损额约人民

币 5.23亿元。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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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名张宝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 

各位股东：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研究，认为张宝剑先生能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具备相应履行非独立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忠实履行职责，

维护公司利益，当其自身的利益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相冲突时，能以公司和股东

的最大利益为行为准则，胜任公司的董事职务，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

司法》第 147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

的情况，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此，拟提名张宝剑先生作

为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并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董事候选人简历：张宝剑，男，汉族，1971 年 5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吉

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精炼厂车间主任；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精炼厂副厂长、厂长；吉林亚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任吉林吉

恩镍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月 29日 

 

 

 

 

 



23 
 

议案十一：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的审计机构一直恪尽职守，遵循独

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经公司审计委员会

提议，公司拟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合同时，根据业务

量确定支付其报酬的数额。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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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二：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公司内控工作需要，经公司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是公司 2018 年度拟聘请财务审计机构，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财务

审计一起根据业务量确定支付其报酬的数额。 

请各位股东审议。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6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