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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股权登记日：2019-05-17 

        会议召开日：2019-05-24 

 
 



会  议  议  程 

序号 会  议  内  容 

1 宣布大会开幕 

2 介绍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大会股东出席情况 

3 宣读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4 议案一：审议公司《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5 议案二：审议公司《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6 议案三：审议公司《2018 年度报告》及《2018 年度报告摘要》 

7 议案四：审议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8 议案五：审议公司《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9 议案六：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0 独立董事宣读2018年度述职报告 

11 股东发言及提问 

12 选举现场会议监票人、记票人 

13 对上述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并公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14 律师对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15 会议闭幕 

 

 

 



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各位股东、股东代表：  

为确保公司股东依法行使权利，保证股东大会的会议秩序和议

事效率，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须知。  

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认

真做好召开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部负责大会的程序

安排和会务工作。 

三、董事会以维护股东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大会正常秩序和议

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四、股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公司章程规定的各项权

利，并认真履行法定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扰

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要求在股东大会上发言，应取得大会主持人的同意，

发言主题应与本次大会表决事项相关。  

    六、本次大会议案表决以网络加现场投票方式进行。参加网络

投票的股东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具体注意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 

月 30日发布的《关于召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七、现场表决投票统计，由股东代表和公司监事参加，表决结

果当场公布。  

八、公司董事会聘请北京君致律师事务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九、本次的会议决议及法律意见书将于本次会议结束后 2个工

作日内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进行公告。 

十、大会结束后，股东如有任何问题或建议，请与公司董事会

秘书或公司证券部联系。 

联系电话：0472-6957558     0472-6957548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24日 

 

 

 



议案一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我代表董事会向各位董事作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请审议。 

2018 年，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贯彻股东大会各

项决议，忠实履行各项职责。现将董事会 2018 年度有关工作情况及新

年度工作计划报告如下： 

一、2018 年度工作回顾 

（一）、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收入制糖、投资理财及对外股权投资所获得

的收益，因恒泰证券报告期内大幅亏损，致使公司业绩不佳。主要变动

数据如下：  

1、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预付账款 61,823,235.57 2.92 253,913.45 0.01 24,248.15 主要系子公司转入所致。 

在建工程  0.00 59,168,074.66 2.47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转出所致。 

其他应付款 7,970,320.36 0.38 23,756,721.55 0.99 -66.45 报告期母公司归还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8,269.08 0.00 107,586.69 0.00 -83.02 报告期转销所致。 

 



2、利润表项目的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5,403,885.16 167,401,092.83 -60.93 本报告期销糖量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61,289,740.60 164,266,140.64 -62.69 本报告期销糖量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5,562.80 52,616,839.06 -99.78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各项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63,752,730.46 97,405,881.24 -165.45 
主要是本报告期恒泰证券大幅度亏损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10,416.17 100,679.85 -89.65 
主要是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利得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9,400.00 22,568,067.54 -99.03 主要系上年职工安置费结余转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890.93 10,481.31 299.67 本报告期发生滞纳金所致。 

净利润 -116,600,029.77 11,917,050.46 -1,078.43 
主要是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大幅度减少所

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的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402,152.60 2,487,069.44 1,966.78 

主要系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取得的现金增

加和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二）对外股权投资及出售情况 

1、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

行，注册资本 106.86 亿元人民币，报告期内公司未出售该公司股权，

目前持有 84,023,000 股股权，为全流通股份，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0.66%，。 

    2、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 15 日恒泰证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总股

数为 2,604,567,412 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 2,153,721,412 股，境外



上市外资股(H 股)股东持有 450,846,000 股。华资实业持股 308,000,000

股，持股比例 11.83%。报告期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80,605,353.91 元，

实现净利润-635,979,665.44 元。    

3、委托理财情况下 

报告期内公司对 1.2 亿元人民币购买新时代信托的理财产品进行两

次展期，实现现金收益共计 863.91 万元， 

（三）、资产租赁情况 

公司与包头市源升农牧业有限公司继续签署《奶牛养殖场地租赁

协议》，租赁期限为一年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到期。租金 90 万元/年。 

（四）、控股子公司情况 

1、包头华资糖储备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2000 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持有其 100%股份，主要业务范围白糖、原糖、粮食制品的储

存、供应链管理、货代、港口接卸代理、仓库出租等，截止报告期末

总资产为 74,576,193.99 元，净资产为 73,519,472.30 元，净利润为

830,337.84 元。 

    2、上海华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对持有其 90%股

权以承债方式全部转让给上海垚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转让金额 

6,120.21万元。交易完成后公司获得股权投资溢价收益 720.21万元。 

3、内蒙古乳泉奶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1,000 万元，系公司全

资子公司，截止报告期末总资产为 165,033,326.11 元，净资产为



163,163,858.81 元，净利润为-1,433,672.31 元。 

(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原 2 名独立董事因个人工作原因提出告辞职，经公司

股东大会通过，重新选举两名独立董事，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

变动。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1、2019 年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控

管理，增强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规范公司运作。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勤勉尽职，做好公司重大的经营决策工作，提

高公司运营效率，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2、对经理层工作进行有效及时的检查与督导， 促进和提高公司的

经营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 

3、加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积极组织参加相关法律法

规培训及规章制度的学习，提高董事、高管人员的自律意识和工作的规

范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不断完善风险防范机制， 接受公

司股东、监事会监督、检查， 保障公司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报告完毕，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4 日 

 



议案二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 

    我受公司监事会委托，向本次股东大会做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请审议。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授予的职权，从切实维

护公司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出发，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监

事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履职情况进行了监

督，保障公司规范运作。现将监事会在 2018 年度的工作报告如下：  

一、2018年度工作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计召开 5次会议，发表意见如下： 

1、关于公司出具的定期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定期报告的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定期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年度报告、中期及季度报告

的内容、格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关于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公司监事会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依法出席

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公司监事会对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董事、总经理和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全过程的监督和检查。监事会认

为：公司董事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能够得到很

好的落实，公司能够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各项制度的制订依据充分、

程序合理、合规、合法，内部控制制度健全较为完善。公司董事、总经

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廉洁勤政、忠于职守，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

法规及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为公司的发展尽职尽责。本年度没有

发现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或损害本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3、关于公司财务监督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进行认真细致的检

查，未发现违规行为。监事会认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中准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4、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够覆盖重要经营环节的基本内部控制

制度，并能够得到有效执行。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符合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自我评价真实、客观、完整的反映了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和执行的现状，能够有效防范风险，对内部控制的

总体评价客观、准确。 

5、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对以自有资金 1.2 亿元购买的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的“新时代信托·【恒新 6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进行

两次延期，没有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

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2019年工作计划 

2019 年,公司监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

事会议事规则》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忠实、勤勉履行监督职责,进一步

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坚持以财务监督为核心,依法对公司的财务情况、

资金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加强内部控制制度, 积极督促内部控制

体系建设和有效运行。对董事会编制的定期报告进行认真审核，从严把

关，提出书面意见，确保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 5 月 24日 



议案三 

 

《2018 年度报告》及《2018 年度报告摘要》 

 

各位股东： 

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请审议。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月 24 日 

 

 

 

 

 

 

 

 

 

 

 

 



议案四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  

我受公司委托，向各位股东作《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请审议。  

2018 年度，公司经营层按照公司董事会决策和公司经营总目

标，积极推进各项工作。报告期内，全面有效的执行内部控制制度，

加强风险防范，增收节支，努力提高主业效益，使各项工作取得了

较好成绩。  

一、审计报告  

2018 年度公司的财务报表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认为：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1、基本每股收益-0.2404 元/股；稀释每股收益-0.2404 元。  

2、摊薄净资产收益率-6.37%；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6.01%。 

3、每股净资产元 3.77 元/股。  

三、资产负债情况  



1、公司年末资产总额为 211,735.69 万元。其中：  

流动资产 27,195.68 万元；非流动资产 184,540.01 万元（其中：

长期股权投资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60,518.26 万元；固定资产及在

建工程等 14,592.34 万元；无形及其他资产 9,429.41 万元）。  

2、公司年末负债总额为 28,826.11 万元。其中：  

流动负债 15,428.08 万元；非流动负债（递延所得税负债）

13,398.03 万元。  

3、公司年末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82,909.58 万  

元。其中：  

股本 48,493.20 万元，资本公积及其他综合收益 98,041.49 万元，

盈余公积 11,514.73 万元；末分配利润 24,860.16 万元。  

4、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 13.61%。  

四、利润完成情况  

2018 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6,540.39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660.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658.39 万元。

主要是本年度恒泰证券大幅度亏损使本公司投资收益为负数所致。 

五、2019 年财务工作计划  

财务工作要围绕公司发展的新目标，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

财会人员在公司各环节中的职能作用。根据公司业务的发展变化，

不断完善、补充、健全有关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控制度在公司内



部的贯彻和执行，强化内控执行的监督检查，促进公司健康、稳定、

可持续发展；积极推进全面预算管理，开源节流，节能降耗，配合

相关部门抓好落实，使降本增效工作有新的突破；为公司经营发展

创造一个良好的、顺畅的资金环境。  

报告完毕，请审议。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24 日 

 

 

 

 

 

 

 

 

 

 



议案五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各位股东：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我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16,583,904.65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

分配润 370,034,825.93 元， 2017 年度对股东现金分 4,849,320.00 元, 

公司本年度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48,601,601.28 元。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请审议。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4 日 

 

 

 



议案六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审计工作以来，恪尽

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公司委托的各

项工作，其职员未在公司任职，并未获取除法定审计必要费用外的任何

现金及其他任何形式经济利益；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之间不存在直

接或者间接的相互投资情况，也不存在经营关系；该所审计小组成员和

公司决策层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审计工作中该所及审计成员始终保

持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遵守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

独立性的要求。公司决定继续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 2019 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

构，期限一年，审计费用 40 万元人民币，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0 万

元人民币。 

请审议。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