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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于2019年3月28日10:00在公司402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

料于2019年3月22日以直接传送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

事9名。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常世平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

总经理工作报告》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张俊民先生、田昆如先生、谢利锦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2018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年报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年报摘要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

国证券报》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出具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报告出具了核查意

见。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关联董事

分别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本年发生额 

鹤壁天淇金山模具铸造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铸件  5,127.35  

接受劳务 外协加工  215.64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  24.95  

出售商品 电子网络产品  1.55  

出售商品 实型  40.89  

出售商品 销售材料  2.15  

天津市多杰工贸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铸件  1,283.16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  0.11  

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冲压件  1,181.03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  144.05  

出售商品 模具、冲压件  330.04  

湖南天汽模汽车模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商品 检具夹具等  2.88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  3.96  

出售商品 模具  33.85  

天汽模（湖南）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技术服务  259.16  

接受劳务 加工费  57.33  

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  182.24  

东风天汽模（武汉）金属材料成型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  68.18  

出售商品 模具、检具  800.50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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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汽兴东方模具（北京）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加工费  741.47  

提供劳务 技术服务  112.03  

提供劳务 加工费  28.31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2018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认为各项关

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关联董事分别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1、审议与鹤壁天淇金山模具铸造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董事任伟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2、审议与天津市多杰工贸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胡津

生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3、审议与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常

世平、尹宝茹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4、审议与湖南天汽模汽车模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5、审议与天汽模（湖南）汽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6、审议与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常

世平、尹宝茹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7、审议与东风天汽模（武汉）金属材料成型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常世平、尹宝茹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8、审议与北汽兴东方模具（北京）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董事董书新、尹宝茹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

联董事分别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经董事会审议，与会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所预计的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基于生产经营活动实际需要，是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必须发生的持续性交易行

为，是为了保证公司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促进公司发展，且均以市场价格作

为定价依据，遵循了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

http://www.cninfo.com.cn/


东利益的情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关联董事分别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1、审议与湖南天汽模汽车模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 

2、审议与北汽兴东方模具（北京）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

董事董书新、尹宝茹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3、审议与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常

世平、尹宝茹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4、审议与东风天汽模（武汉）金属材料成型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

时，关联董事常世平、尹宝茹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5、审议与鹤壁天淇金山模具铸造科技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

联董事任伟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6、审议与天津市多杰工贸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胡津

生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7、审议与株洲汇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常

世平、尹宝茹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八、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母公司 2018 年

度实现净利润 170,982,675.47 元，按母公司净利润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17,098,267.5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92,053,036.48 元，扣除 2017 年度分红

26,887,233.96 元，本年度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519,050,210.44 元。 

2018 年度，拟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920,851,132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共计派发 27,625,533.96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再行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也不派发红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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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分红标

准和比例明确、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九、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2019年度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2019年度公司及

下属公司（包含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各级子公司）拟共计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268,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综合授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

保理、开立信用证、押汇、贸易融资、票据贴现等综合授信业务。  

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授信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万元） 

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10,000  

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50,000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红桥支行  30,000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保税分行  35,500  

5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3,000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0,000  

7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13,000  

8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  25,000  

9 光大银行天津分行  15,000  

10 交通银行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支行  30,000  

11 兴业银行天津分行  20,000  

12 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结算中心  8,500  

1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8,000  

合计  268,000  

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

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公司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的各项法律文件（包

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融资等有关的申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由此产生

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工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5）。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十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 14:30

在公司 105 会议室举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的《公司关于召

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17）。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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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2019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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