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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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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七届七次董事会的会议通

知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向全体董事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

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所在地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么志义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15 人，亲自出席董事 15 人，全体监事及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财务工作报告》，并提请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同

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经审计，2018 年度公司本体（母公司口径）实现净利润 636,715,551.27 元，

扣除已为股东分配利润 567,696,098.20 元，本期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63,671,555.13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249,694,551.83 元，期末可供上市公司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 1,255,042,449.77 元。 

为保障公司广大股东利益，结合公司 2019 年度经营规划及资金需求，2018

年度公司拟实施如下利润分配预案：以总股本 2,064,349,448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1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76,864,722.49

元，占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07%。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下一年度。2018 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各项资产处置损失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018 年度公司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10,505.72 万元，减少当期利润；存货损失

3,567.73 万元，计入当期损益；确认坏账损失 1,316.22 万元，由于已做账务处理，

相应核减已提取的坏帐准备，对公司本期损益无影响。 

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中喜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喜专审字[2019]

第 0325 号）。 

八、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票 15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票 15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二、审议通过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2018 年度工作报告》。同意票 15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告编号：临2019-008号）及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喜专审

字[2019]第0324号）、保荐机构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此出具的《关于公司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公司领薪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考核情况的议

案》，关联董事么志义先生、王春生先生、于得友先生、李建渊先生、毕经喜先

生、曾宪果先生、李瑞新先生、王兵先生、马连明先生回避了本议案表决。同意

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对在公司领薪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结果及按考

核结果兑现的薪酬。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关于在公司领薪的董事考核情况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 2018 年度高管奖励基金的议案》，关联董事么

志义先生、王春生先生、于得友先生、李建渊先生、毕经喜先生、曾宪果先生、

李瑞新先生、王兵先生、马连明先生回避了本议案表决。同意票 6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2018 年度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提取前达到 16.26%。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奖励基金管理办法》规定，确定奖励基金的计提比例为 10%，计

提基数为提取前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714,680,163.15 元，提取金额

为 17,146.80 万元。并授权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考核结果制定并具

体实施奖励方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十七、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同意票15票，反对票0票，弃

权票0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基建、技改项目投资计划》。同意票 15 票，

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 2019 年度计划安排前期、基建、技改、研发、安环等项目 514 项，其

中结转项目 77 项，新建项目 437 项，项目总投资 289,979 万元。2019 年度计划

投资 150,949 万元，其中结转项目投资 31,070 万元，新建项目投资 119,879 万元。 

十九、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筹融资计划》。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19 年度根据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和对外投资的

资金需要，通过银行贷款、融资租赁、银行承兑汇票等方式间接融资 12.13 亿元，

办理续贷银行贷款 23 亿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在已有的为子公司担保额度基础上，为子公司提

供新增担保 224,869.81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度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09 号）。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子公司在 2019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274,663 万元额度

的银行授信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 2019 年度子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0 号）。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2019年预计及2018年完成情况的议



 

案》。关联董事么志义先生、王春生先生、于得友先生、李建渊先生、毕经喜先

生、曾宪果先生、李瑞新先生、王兵先生、马连明先生回避了本议案表决。同意

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及年度经营计划对公司2019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相关关联交易合同。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时披露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 2019 年预计及 2018 年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19-011 号）。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根据公司实际审计业务情况初步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为

130 万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

续聘2019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12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

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根据公司实际审计业务情况初步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为 50 万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

续聘 2019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2 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五、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19-2021 年）股东回报规划》。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为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公司股东回报机制，增加利润分配政策决策透明度和可

操作性，积极回报投资者，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合法权益，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

投资和理性投资的理念，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未来三年（2019-2021 年）



 

股东回报规划》。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未来

三年（2019-2021 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

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公司生产经营业务的实际需要，将经营范围增加“工业

液体氯化钙、工业二水氯化钙、无水氯化钙、融雪剂生产、销售”。  

此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3 号）。 

二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

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因增加经营范围及根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的决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2019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 

此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3 号）。 

二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票15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临2019-014号）。 

二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相关

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5号）。 

三十、审议通过了《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同意票 15 票，反

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