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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知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在公司办公

楼 A栋 2楼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10名，实际出席

董事 10名。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下列决议： 

1、审议《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报告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详见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公司独立董事梁侠女士、魏天慧女士、王肇文先生、刘爽先生分别向董事会宣读了《独

立董事 2018年度述职报告》，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述 职 报 告 内 容 与 本 公 告 同 日 刊 登 于 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合并收入为 150,341.89 万元，与 2017年度 174,564.93 万元相比,减少

13.88%，合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092.51万元，与 2017 年度 4,579.10万元相

比, 减少 76.14%。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下降，原材料及包装材料成本上升，毛利额下降

导致利润减少，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业务市场、

主营业务成本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报告期内，资产总额较 2017年末增加了 20,268.96万元,

增长 13.94%，期末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2.05%，每股净资产为 1.38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9]48020002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925,123.27元，加上2018年度未分配利润16,143,766.60

元，在计提母公司 2018年度盈余公积金 2,198,157.46元后，2018 年末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24,870,732.41 元。 

鉴于未分配利润余额较少，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实

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从公司实际出发，基于股东长期利益考虑，2018年度不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预案须经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2018 年 0 10,925,123.27 0% 24,870,732.41 

2017 年 22,110,000.00 45,790,994.87 48.28% 38,253,7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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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0 28,551,710.38 0% -3,116,242.66 

 

5、审议《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依照《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的原则，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

对公司 2018年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自我评价,出具了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的公告。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6、审议《2018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公司《2018 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详细内容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7、审议《2018 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2018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2018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将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进行披露。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关于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此事项作为交易对方董事的关联董事廖蓓君、廖学湖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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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陈雪、廖学森回避后可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五名，并已达到全体董事的半数。五名

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一致通过《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此议案并将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

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

事关于 2018年年报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编号：2019-017）的公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9、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的变更，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同时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

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董事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将刊登于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与《证券时报》。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公司 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公司 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 2018年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与本

公告同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将刊登在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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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审议《关于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申请 2019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票同意，      0票弃权，      0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经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关于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申

请 2019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应经营发展的需要，保证公司的资金需求，于 2019 年间依据公司的经营

发展计划，向下列各家银行申请合计总金额为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及美元陆佰万元的授信额

度并在该授信额度项下办理各种单项授信业务，具体计划如下： 

1、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的综合授信额

度，并在该综合授信额度项下办理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进口押汇、

出口押汇、银行保函，内保内贷，订单融资等贸易融资业务。 

2、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签订《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捌

仟万元整，并在该授信业务总协议项下办理人民币短期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押汇、理财融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委托债权、应收账款融资等）等各种

单项授信业务。   

3、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授信额度。 

4、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永支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的综合授信额

度，并在该最高额借款合同项下办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 

5、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

信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授信、贸易融资（信用证）授信、银承授信

等综合授信业务。   

6、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授信额度合同》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并

在该授信额度合同项下办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国内信用证

等各种单项授信业务。 

7、公司向中信银行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贰仟万元，并在该授信额度项下办理包

括流动资金贷款（用于企业日常经营周转，包括自行车配件和运动康复器材等原材料采

购、企业发薪等）、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进口信用证、非融资性保函、商票保贴、

商票贴现、国内信用证项下的买方融资、国际贸易融资等。 

8、公司向玉山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

在该综合授信额度项下办理流动资金贷款等各种单项授信业务（该额度可用于原材料采

购、支付员工工资及归还其他银行贷款等日常资金周转需求）,及申请不超过美金两百万

元曝险额度，并在该曝险额度下承作远期外汇、外汇换利、外汇换汇、汇率选择权、利

率交换、选择权业务。 

9、公司与宁波银行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叁仟万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在该最高额借



款合同项下办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等融资业务。 

10、公司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永和分行申请不超过美元肆佰万元授信额度，并在该授信额度

项下办理短期或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等单笔融资业务。 

上列融资额度合同期间均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额度有效期一年。 

全体董事并同意本项决议的有效期自本项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之日止，在此期间本公司与上述银行依据上述计划所签订的融资额度合同及该融资额度合同

项下各种单项授信业务的具体相关合同及文件均为有效。并授权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代表公司

与上述各家银行签订融资额度合同及该融资额度合同项下各种单项授信业务的具体相关合同

及文件。 

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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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信隆健康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