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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9-024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电运通”）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 9、11 号广

电运通行政楼 7 楼 1713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其他列席人员。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

事 9 名，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跃珍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讨论，会议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二、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相关数据详见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 

四、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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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母公司）2018 年度实现净利

润 135,140,998.96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3,514,099.90

元后，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616,552,383.07 元（含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 2,494,925,484.01

元）。 

鉴于公司已于 2019年 3月 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19,891,774 股回购股份注销手续，注销后公司总股本由 2,428,885,725 股减少至 2,408,993,951

股。根据公司利润实现情况和公司发展需要，2018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目前公司总股本 2,408,993,95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89,079,274.12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2,327,473,108.95 元结转至下一

年度。2018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董事会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8 年-2020 年）》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2018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 

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临时公告。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由于此项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跃珍、叶子瑜、杨文峰、陈荣、罗攀

峰回避了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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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临时公告。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管层 2018 年度薪酬考核和 2019 年度业绩考核目标的议案》 

根据公司《高管层年度业绩考核与薪酬管理办法》，结合公司 2018 年度经营状况，经对

公司高管层 2018 年度业绩进行考评，且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确定公司总

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 10 名高管层薪酬合计为 1,183.92 万元。 

同意公司结合 2019 年度经营预算和工作要点，以 2018 年度实际完成的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等相关指标为公司高管层 2019 年度业绩目标考核基数。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经对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完成的公司年度审计

工作情况核查，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

构。2018 年度审计费用为 165 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州银通金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银通”）、广电运通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国际”）、广州中智融通

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智融通”）、广州支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点

创投”）、广州广电运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信息”）、广州广电汇通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电汇通”）、广州广电运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通智能”）

及控股子公司广州穗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穗通”）、深圳市创自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创自技术”）、江苏汇通金融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金融”）2019

年度拟向相关银行申请人民币 40.60 亿元以内（含本数）的授信融资额度（其中：广电运通

22.50 亿元以内、广州银通 10 亿元以内、运通国际 3.50 亿元以内、中智融通 5,000 万元以内、

支点创投 5,000 万元以内、运通信息 5,000 万元以内、广电汇通 2,000 万元以内、运通智能

1.50 亿元以内、广州穗通 1 亿元以内、创自技术 3,000 万元以内、汇通金融 1,000 万元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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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授权广电运通及广州银通、运通国际、中智融通、支点创投、运通信息、广电汇

通、运通智能、广州穗通、创自技术、汇通金融的经营班子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上述额度内

与相关银行洽谈具体合同事宜。本决议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及预计 2019 年交易额度

的议案》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有效防范和控制外币汇率风险，

同意公司 2019 年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人民币外汇掉期业务，总规模为美元币种使用本金

不超过 10,000 万美元，欧元币种使用本金不超过 2,000 万欧元；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运通国

际及其下属子公司 2019 年使用本金不超过 5,000 万美元（或等值其他币种）进行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

月内有效，且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具体实施。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临时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报告期公

司资产的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 2018

年度末对各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备金额共计 157,503,938.63 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

公司 2018 年度净利润 157,503,938.63 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20.09%，将减

少公司所有者权益 157,503,938.63 元，占公司 2018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所有者权益的 1.66%。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临时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存货报废处置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所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报告期公

司资产的价值，同意公司 2018 年末对部分超过质保期、无使用价值的物料及库存商品进行

报废处置。经公司财务及相关部门盘点清查和专业人员鉴定，本次报废处置的存货账面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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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615.97 万元，扣除残值收入及可回收模块成本 211.86 万元，已计提存货减值准备

566.38 万元，合计净损失 837.73 万元。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临时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8〕15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可进一步规范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利

得和损失项目列报，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

润及所有者权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临时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在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

城科林路 9、11 号广电运通行政楼六楼多功能厅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的临时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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