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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21         证券简称：同大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2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通知已于 2019 年 4 月 4 日以书面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上午 10 点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出席现场会议

监事 3 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进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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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监事讨论审议，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情况：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8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为 46,921.38 万元，同比增加 7.43%；营业利

润为 3103.68 万元，同比增加 26.11%；净利润 2,879.82 万元，同比增加 17.62 %；

资产总计为 73,462.13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38,164.44 万元，非流动资产 35,297.69

万元；负债合计为 11,829.74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61,632.39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1,632.39 万元。 

与会监事认为，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情况：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报出 2018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度会计报表已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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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情况：通过。 

四、审议通过《201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编制和审核《201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情况：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18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2018 年度，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公司各项内控制度，

并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实际情况变化适时地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完善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公司规范运行的内部控制环境。保证了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

有序、有效开展，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完整，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

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内部控制重点活动执行及监督充分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情况：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19 年审计机构及确认 2018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

案》 

公司拟续聘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9 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度审计费用为 40

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情况：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8 年度，公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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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净利润 28,798,197.26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879,819.73 元，提取比例

10%；本年度可分配利润为 25,918,377.53 元，期末累计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253,773,096.13 元，期末资本公积金为 238,063,314.26元。 

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为：公司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88,800,000 股为基数（公司无回购股份），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

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5,328,000.00 元（含税）。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了 

更好的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公司拟定了《2018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 该方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匹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情况：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其他职务的董事领取其他职务报酬；参照创业板公司独

立董事的津贴水平和公司盈利情况，公司独立董事的年度津贴为人民币 3 万元整

/年（含税）；公司监事会成员担任其他职务的，领取其他职务薪酬；不担任其他

职务的，不领取薪酬。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情况：通过。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开展金融衍生品内控管理制度及公司实际情况，

授权公司管理层使用自有资金开展总额度不超过 3000 万美元的金融衍生品投

资，上述投资额度可以在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灵活滚动使用。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以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

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2019 年公司拟使用暂时闲置流动资金等

进行委托理财，用于购买固定收益类或低风险类的中短期理财产品，委托理财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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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方为公司主要合作银行等金融机构。计划使用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以发生额

作为计算口径）的流动资金等用于上述理财产品的投资，在不超过前述额度内，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之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该

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具体购买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委托理财形式的选择，期限、金额的确定，合同、协议的签署等。本次授信有效

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度业绩考核激励奖金的分配方案》的议案 

根据《业绩考核激励奖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拟定了 2018 年度业绩考核激励奖金的分配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是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3 月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和 2017 年 5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新金融工具准则执行时间

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而进行相应的会计政策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

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

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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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的相关公告。《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 告》将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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