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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或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本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上午 11：30 在本公司会议厅现场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邹锦开先生主持召开。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全体监事以签字表决的方式逐项通过如下议案： 

（一）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8 年度，公司监事会全体监事本着向股东大会负责、向全体股东负责

的态度，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勤勉尽责，开拓进取，

充分发挥了监事会在公司中应有的作用。 

一、报告期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

一至四次会议，共计五次会议。 

（一）2018 年 3 月 8 日，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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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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8 年 3 月 26 日，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三）2018 年 4 月 27 日，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3、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4、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5、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6、关于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的说明； 

7、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 

8、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9、关于确定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新增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的议案； 

10、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 

（四）2018 年 8 月 30 日，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公司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五）2018 年 10 月 29 日，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厅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监督独立意见 

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或出席了 2018 年度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历次会议及公

司 2018 年度召开的股东大会，参与了公司重大决策的讨论，充分发表了独立监

督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 2018 年度监督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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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监事会作为公司的常设监察机构，坚持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着“法制、监管、自律、规范”的方针，以对全体股东

负责的态度，忠实履行了监事会职责。”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公司同日

2019-011 号公告《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公司同日 2019-012 号公告《广

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监事会已经审阅了公司的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符合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其他相关文

件的要求；自我评价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

现状。 

监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没有异议。”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 2019-014 号公告《广

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新会计准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提交本次会议的《关于部

分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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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也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详见公司同日 2019-015 号公告《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盈利预

测实现情况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 2019-016 号

公告《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的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提交本次会议的《关于 2018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的会计政策，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

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

可靠。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预案 

2018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462,891,210.18 元，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381,990,840.62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38,199,084.06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890,211,877.51 元，减去已分配股利 65,276,635.86 元，母公

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168,726,998.21 元。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 2018 年公司总股

本 2,175,887,862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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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分配利润 217,588,786.20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本次不送

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公司同日公告《广东宝丽华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

会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公告《广东宝丽华新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

会对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现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