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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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已于2019年4月13
日以电话和短信方式进行了会议召开通知，2019年4月23日上午10:00在上海市静
安区寿阳路99弄龙元集团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现有董事7
人，7名董事出席会议。公司3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赖振
元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董事全票同意审议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公司2018年度合并利润表显示：实现营业总收入20,212,764,671.81元，
营业利润1,264,899,290.89元，利润总额1,262,349,920.32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922,184,652.42元。
2、公司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规范运作，公司 2018 年度报
告真实、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公司2018年度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2018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14,128,870.76 元。依照《公司法》和《公
司 章 程 》 规 定 , 提 取 10% 的 法 定 盈 余 公 积 81,412,887.08 元 后 ， 结 余
732,715,983.68 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2,812,471,229.30 元，扣除当年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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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配的 53,541,528.43 元，2018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3,491,645,684.55
元。
综合考虑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转型升级需要，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以截止实施 2018 年度分配预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529,757,955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 0.6 元（含税），共计分配 91,785,477.30 元，
结余 3,399,860,207.25 元转以后年度分配。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分红事项的规定及《公司
未来三年(2016-2018)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内容,充分考虑公司现阶段的经营发
展需要等因素,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也有利于公司
持续稳定地发展。会议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同意将董事会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提交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八、审议通过了《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审
计单位，担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工作，聘期一年，审计费用金额为
240 万元。同时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9 年度内控审计
单位，聘期一年，审计费用金额为 60 万元。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无异
议独立意见。
九、在关联董事赖振元先生、赖朝辉先生和赖文浩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办理 2019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4,50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应收账款保理、票据收益权转让、商业票
据贴现、银行各类保函、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等业务。公司最终办理的
授信额度以银行批准的额度为准，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上述综合授信相关
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担保、差额补足、抵押、融资等有关的申
请书、合同、协议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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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日止银行融资总额的议案》；
董事会授权在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起至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
日止，在银行融资最高时点余额数不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累计银行融资总额不
超过260亿元人民币。若银行融资额度在上述两总额范围以内，公司向银行申请
融资具体事宜不再逐项提请董事会审批，授权董事长全权负责审批事宜。
十二、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最高额
度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 PPP 投资合同签约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且公司直接或间
接在 PPP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中认缴的出资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授权有
效期为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新的额
度前，授权公司管理层暂按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执行。
1、投资实施方式
（1）与政府指定机构及/或其他社会资本合资设立项目公司；
（2）受让特许经营项目的项目公司股权；
（3）投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以及认购基金份额；
（4）以 TOT（转让—经营—转让）模式或政府批准的其他方式投资存量 PPP
项目资产；
（5）为完善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推进 PPP 项目实施，新设/增资控股
子、孙公司。
2、投资收益率
项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高于银行同期五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250BP。
3、项目实施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本议案所涉及项目的投资、建设、运
营、维护、移交等各项具体工作拟授权公司经营层实施。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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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PPP项目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议案》；
为保障PPP项目的顺利推进，同意公司在最高时点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的额度范围内向公司参股的PPP项目公司提供有偿流动性支持，在该额度范围内
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流动性支持的相关协议及文件等。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第八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八董事会董事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及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任期
将于 2019 年 5 月 5 日届满，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现拟推荐赖振
元、赖朝辉、钱水江、赖文浩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候选董事；拟推举王啸、丁化
美、刘文富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候选独立董事。公司提名委员会对推荐的候选人
进行了资格审核并通过。董事和独立董事当选后，任期三年。即自股东大会通过
之日起三年。董事及独立董事薪酬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在新一届董事
就任前，原董事继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
职务。
本次董事会第一、三、四、五、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
六、十七、十九、二十一议案须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8年股东大
会的召开事宜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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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介
赖振元，男，79岁，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1980 年至 1984
年任象山二建副总经理，1984 年至 1993 年任象山二建上海分公司经理，1993
年起任象山二建总经理兼党委书记，1995 年象山二建改制后，担任二建股份董
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1996 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曾被评为
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建筑企业家，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中国建筑业改革
开放三十周年 30 个“先锋人物”之一。现任上海市虹口区人大代表，中国建筑
业协会常务理事，浙江商会副会长，宁波商会会长，上海市建筑业协会常务理事、
副理事长，世界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赖朝辉，男，49岁，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1991 年至 1992 年任象山二
建办公室主任，1992 年至 1993 年任象山二建工程部经理助理，1993 年 2 月
至 1994年 8 月任象山二建经营部经理助理，1994 年 8 月至 1996 年 10 月任
本公司温州分公司总经理，1996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总裁，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兼总裁、宁波市人大代表、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委员。曾被评为全国质量管理卓越
领导人、全国优秀建筑施工企业经理、全国建筑业优秀企业家、浙江进沪施工先
进个人、浙江省优秀建筑企业经理、上海市工程立功竞赛“建设功臣”、浙江省
十大杰出企业家，荣获第十六届中国经济论坛“2016中国创新榜样”奖，入选2018
年度“东方建筑之子”（中国建筑业年度人物）。
钱水江，男，69岁，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1985 年至 1994 年历任上海
市建八公司第四工程处副主任、第三分公司副经理；上海国际建设总承包公司工
程部经理。1989 年任上海一号工程上海永新彩管厂工程项目经理、1992 年任上
海市建八公司杨浦大桥七标段工程项目经理、1999 年任公司上海大学新校区工
程项目经理；2001 年至 2006 年任上海东方城市花园、紫江研发中心项目经理；
2006年至今任公司常务副总裁。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先后荣获 1989、
1992、2000 年度上海市建设功臣荣誉称号。
赖文浩，男，63岁，本科学历，工程师，一级建造师。1993年至今担任龙元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职务。1993年至今连续获得优秀项目经理称号。
1995年至1998年，负责建设的上海复兴苑项目获白玉兰奖，1999年至2000年，负
责建设的上海卢湾区办公楼获白玉兰奖。2002年至2003年，负责建设的张江集成
电路产业区研发中心大楼项目获上海市优质结构和“白玉兰”奖，2012年至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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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负责建设的国瑞大厦项目获海南省质量、安全观摩工程、海南省优质结构工
程、国家AAA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2015年至2017年，银海壹号项目获海南省
优质结构奖。现任公司董事、项目经理。
王啸，男，44岁，管理学博士，博士后，中国注册会计师。2000年4月至2001
年3月在中国银行担任经理；2001年3月至2011年3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任高级经
理，负责上市公司监管；2011年3月至2015年4月在中国证监会任副处级调研员，
负责发行上市审核；2015年4月至12月在平安集团任陆金所副总经理。2015年4
月至今任IDG资本合伙人，负责并购业务。
丁化美，男，53 岁，法学硕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金融学博士后，高
级经济师。1999 年至 2010 年任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2010 年至今任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董事、总裁；2011 年至今任天津金融资产登
记结算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同时兼任中国金融资产交易联席会主席、财政
部 PPP 专家库政策库专家等。长期从事法律制度、法社会学、金融改革、基金与
证券、资本与并购、企业治理与资产重组、资产证券化、交易平台、PPP 等领域
的研究和实践，曾主持金融创新、金融资产重组方面的多个课题研究和项目。
刘文富，男，55 岁，法学博士，教授。2004 年至 2014 年先后担任上海开放
大学教务处处长、国际交流学院院长等职；2014 年至今任上海前滩新兴产业研
究院研究首席、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国际经济政治、产业经济、区域规划、公共
管理、网络社会等领域的研究，是国内最早提出网络政治的学者，先后发表论文
70 多篇，出版多本专著。曾获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第七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三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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