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600021                      编号：临 2019-20 

 1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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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9年 3 月 22日以邮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9年 4月 23 日在上海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到董事 14名，实到董事 11 名，寿如锋董事因公事无法亲自出

席，委托王运丹董事行使表决权，王金涛董事因公事无法亲自出席，委托王怀明

董事行使表决权，李孝如董事因事无法亲自出席，委托于新阳董事行使表决权。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运丹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及决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十一项、第十四项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7名关联董事：

王运丹、王怀明、汪先纯、李铁证、聂毅涛、黎圣波、寿如锋回避表决。 

（一）同意公司 2018年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在肯定公司 2018 年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要求经营班子坚持

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抓发展、增盈利、促和谐”，

以全力推动国家电投集团“2035一流战略”落地为统领，建好用好战略落地“两

大体系”，着力推进清洁能源发展和跨国经营发展，确保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 

（二）同意公司 2018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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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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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坚持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的宗旨，真抓实干，锐意进取，

确保完成并力争超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为成为国家电投集团建设世界一流

清洁能源企业的先行者、排头兵而努力奋斗，努力为股东创造长期、稳定、增长

的投资回报。 

（三）同意公司 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9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8 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 40.03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7.69 亿

元，基本每股收益 1.12 元。 

公司 2019 年主要预算目标：确保完成利润总额 22.90 亿元，归属母公司净

利润 8.10 亿元，力争超额完成；发电量确保完成 505.17亿千瓦时，营业总收入

239.13亿元；母公司融资需求额度为 252.45 亿元，其中新增融资 45.27 亿元。 

（四）同意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五）同意公司 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和发展项目资金支出安排，建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为：按 2018年底总股本 2,617,164,19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3元（含

税），预计分配 863,664,185.01 元。 

（六）同意公司 2018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七）同意公司 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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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八）同意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九）同意公司关于 2018年年度固定资产报废损失的议案。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8 年，公司固定资产报废净损失为 47,163,615.50 元，报废的主要原因

为：(1)吴泾热电厂、阚山电厂环保改造设备拆除报废资产；(2)公司对使用年限

到期或无已使用价值的资产进行报废。 

上述资产报废损失拟在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中列支。 

（十）同意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十一）同意公司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关联

交易，王运丹、王怀明、汪先纯、李铁证、聂毅涛、黎圣波、寿如锋 7名董事回

避表决。 

该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十二）同意公司关于 2019年对外担保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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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9 年对外担保的公告》。 

（十三）同意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 

（十四）同意公司关于对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

议案。 

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王运

丹、王怀明、汪先纯、李铁证、聂毅涛、黎圣波、寿如锋 7名董事回避表决。 

该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对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十五）同意公司独立董事 2018年年度述职报告，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8 年年度述职报告》。 

（十六）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十七）同意《公司章程》修正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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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同意《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

公告》。 

（十九）同意《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

公告》。 

（二十）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修正案。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

公告》。 

（二十一）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修正案。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

公告》。 

（二十二）同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修正案。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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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二十三）同意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 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本次会议审议的第十一项、第十四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公司

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同意将该等事项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进行审议和表决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四、备查文件 

（一）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三）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四）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就关联交易事项和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以上备查文件存放于上海中山南路 268 号 34 楼公司证券部；公告刊载于

2019年 4月 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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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等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函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文件精神，我们作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

对外担保、利润分配等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对所属控股、参股公司的担保是基于电力行业建设发展的特殊性，以及

作为所属公司股东履行相应项目公司章程规定的义务所致，属于公司发展合理需

求，且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担保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公司

也及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严格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 

2018 年，公司为所属控股、参股公司提供余额为 39.58 亿元的担保，担保

额在公司风险可控范围之内，亦未发现公司有对控股、参股公司以外的担保行为。

2019 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拟为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提供不超过 83.65 亿元的

担保，是根据所属控股及参股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作为股东履行应尽之

义务。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担保决策程序合理、合法、公允，未发

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经核查，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按 2018年底总股本 2,617,164,197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3元（含税），预计分配 863,664,185.01 元。

该方案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也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于新阳、徐允人、朱祚云、赵葆仁、李孝如、唐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