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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要求，从切实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出发，认真履行了自行职责，对 2018 年

度报告期内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各方面

情况进行了监督。现将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除召开 8 次监事会会议外，还列席和出席了公司的 10

次董事会会议和 4 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各项重要提案和决议，了解了公司各

项重要决策的形成过程，掌握了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同时履行了监事会的知情监

督检查职能。随着公司规模的迅速扩张，公司监事会以维护全体股东利益为出发

点，切实履行监督职能，做到了重要事项跟进、重要决策参与。  

同时，公司监事会从自身内部逐步完善工作机制，针对董事会决策的贯彻落

实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和监督，从整体上增强对公司依法经营的认知、把握和监督，

使监督工作规范化、日常化。2018 年，公司监事会成员积极开展现场监督检查，

使公司经营各环节现场存在的细节疏漏、流程执行不到位等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二、监事会对公司 2018 年度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在本报告期内，监事会本着对股东和公司负责的原则，在公司日常运作过程

中，严格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积极行使权力、忠实履

行义务并按照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规范监事会日常监督和议事行为，有效地

发挥了监事会的监督作用。据此，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有关情况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监事会成员通过列席本年度董事会会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参与了公司重大经

营决策讨论及经营方针的制定工作，并依法对公司经营运作的情况进行监督。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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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认为： 2018 年度，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均按照《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制度的规定，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所有重大决策程序合法，有关决议的内容合法有效，未发现公司有违法

违规的经营行为。信息披露也能做到及时、准确、完整，通过制度的制定加强了

与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沟通。公司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能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其职责。报告期内未发

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行使职权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二）检查公司财务情况 

本年度监事会及时了解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认真核查了公司季度、半年度

报告、年度报告及有关文件，并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北京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进行了仔细检查。通过

检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北京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公正客观的。 

（三）公司收购或出售资产情况 

公司监事会在报告期内核查了公司的对外投资及收购，均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四）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本届监事会审议了 2018 年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如下，确认数据真实、

准确。 

（五）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上海云武华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服务 174,96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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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天津津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19,043.16 - 

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 提供劳务 41,930.15 2,877.11 

合计 —— 60,973.31 2,877.11 

2、关联租赁情况  

（1）承租情况  

出租方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年确认的

租赁费 

上年确认的

租赁费 

北京亦庄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北京亦庄国际人力资

源有限责任公司 
房屋 222,034.12 220,2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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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联担保情况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事项 
授信额度 

（英镑） 
利率 起始日 到期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英镑） 

担保是否已经履

行完毕 

Fulfil (1) Topco Limited   

Fulfil (2) Limited   
Investigo Limited 保理贷款 10,000,000.00 

英格兰央行

基准率
+1.05% 

2016-12-22 2019-12-21 4,227,652.23 否（注 1） 

注 1：本公司与 Lloyds Banks Plc 签定保理合同（详见本附注六、2），少数股东 Fulfil (1) Topco Limited 、Fulfil (2) Limited 为本公

司作担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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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姓名 职位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高勇 董事长 3,237,224.00 3,488,710.00 

李跃章 董事、副总经理 3,775,548.00 4,300,454.00 

王天鹏 董事、副总经理 3,462,696.00 3,762,696.00 

郭鑫 董事、总经理 4,093,877.00 3,117,987.47 

万浩基 董事 -  -  

许磊 董事 -  -  

姚宁 独立董事 100,000.00 100,000.00 

赵保东 独立董事 100,000.00 100,000.00 

张伟华 独立董事 100,000.00 —— 

郑毅 独立董事 —— 100,000.00 

段立新 副总经理 1,824,000.00 1,895,228.90 

曾诚 副总经理 1,860,000.00 2,175,278.40 

张宏伟 监事会主席 597,005.00 —— 

郭慧臻 监事 - —— 

李大捷 监事 —— 1,534,023.10 

梅梅 职工监事 200,200.00 —— 

陈崧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1,453,800.00 1,662,185.60 

薪酬合计 —— 20,804,350.00 22,236,563.47 

注：1、万浩基、许磊为本公司非执行董事，不领取薪酬。 

2、郑毅本期不再担任独立董事一职，由张伟华担任。 

3、李大捷本期不再担任监事一职。 

4、郭慧臻不在科锐国际领取薪酬。 

5、关联方往来余额 

（1）应收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应收账款 上海客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1,800.00 530.00 - - 

应收账款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4,477.68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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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关联方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 

准备 

账面余

额 

坏账准

备 

其他应收款 
烟台市科锐正信人力资源管理

有限公司 
1,765,464.05 - - - 

其他应收款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74,684.98 - 45,817.63 - 

预付账款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 5,035.63 - 

（2）应付项目 

项目名称 关联方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付账款 Antal International Limited 580,468.23 569,900.33 

其他应付款 高勇 175,255.65 21,361.32 

其他应付款 上海云武华科技有限公司 150,100.40 - 

其他应付款 David Byrne 19,957.64 3,409.68 

其他应付款 John Mc Cellan 6,049.50 9,908.53 

其他应付款 李跃章 3,568.01 380,284.70 

其他应付款 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20.00 1,120.00 

 

（六）对外担保及股权、资产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对外担保及股权、资产置换事项。 

（七）公司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

了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

管理制度体系，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内幕信息保密制度，严格规范信息传递流

程，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知情人严格遵守了内幕信息知情

人管理制度，未发现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报

告期内公司也未发生受到监管部门查处和整改的情形。 

（八）独立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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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监视会对报告期内公司独立性进行了核查，监视会认为：公司已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

上与公司股东完全分开，具有独立完成的资产和业务，以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

能力。 

（九）对公司内控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现已建立了基本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以及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实际需要，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内部控制体系的建

立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各环节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

行情况。 

三、2019 年监事会工作计划 

2019 年公司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

围绕公司经营战略，督促公司依法运作，规范管理，切实维护股东和公司的合法

权益。  

（一）重视自身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  

公司监事会成员将通过参加各类培训及交流活动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提高

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  

（二）加强监督检查，防范经营风险  

公司对外投资、财产处置、财务情况、关联交易、募集资金使用、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等事项关系到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对公司的

经营管理存在重大的影响。公司监事会将加强对上述重大事项的监督，对监督中

发现的风险，及时提示，并向相关单位和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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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主席：（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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