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不断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切实履行股东大会赋予的各项职责，坚决执行

股东大会各项决议，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的实际运作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发

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规范的要求，现将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情况汇报如

下： 

一、经营业绩说明 

公司在 2019 年度实现了营业收入 16.50 亿元，同比下降 2.05%；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8 亿元，同比下降 11.4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1.88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20.17%。 

二、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开展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董事会的各项职责

及权利，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并积极推进股东大会、董事

会及监事会等管理程序的规范、实施与落实，及时研究和决策公司重大事项，确

保董事会的规范运作和务实高效。 

（一）2019 年董事会会议及决议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对公司各类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和决策。全年共召开 5

次董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日期 届次 会议方式 审议通过议案内容 

1 

 

 

 

 

 

第一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 
现场会议 

1.《关于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3.《关于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2019 年 3 月 4 日 

6.《关于审议上市审计报告及相关专项鉴证报

告的议案》 

7.《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9.《关于审议 2018 年度内审工作报告的议案》 

10.《关于 2019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1.《关于 2019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2.《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13.《关于豁免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提前通

知期限的议案》 

2 2019 年 7 月 26 日 
第一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 
现场会议 

1.《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2.《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3 2019 年 8 月 12 日 
第一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现场会议 

《关于批准报出公司 2016-2018 年度及 2019

年 1-6 月财务报表的议案》 

4 2019 年 10 月 14 日 
第一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 
通讯方式 

《关于批准公司出售海兴电力(603556)股票的

议案》 

5 2019 年 11 月 8 日 
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现场会议 

1.《关于批准报出 2019 年 1-9 月财务报表及审

阅报告的议案》 

2.《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调整议案》 

（二）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赋予的职责及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宗旨，认真行使股东大会授予的权

力，全面贯彻执行了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会议日期 届次 会议方式 审议通过议案内容 

1 2019 年 1 月 30 日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 

 《关于更换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2 2019 年 3 月 15 日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 
现场会议 

1.《关于豁免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提前通知

期限的议案》 

2.《关于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报告的议案》 

7.《关于审议上市审计报告及相关专项鉴证报

告的议案》 

8.《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 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10.《关于审议 2018 年度内审工作报告的议案》 

11.《关于 2019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2.《关于 2019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3 2019 年 8 月 10 日 
2019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4 2019 年 9 月 27 日 
2019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 

1.《关于批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并上市方案延长有效期限的议案》 

2.《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并上市有关事宜延长有效期

限的议案》 

5 2019 年 11 月 8 日 
2019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 

1.《关于豁免公司 2019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提前通知期限的议案》 

2.《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调整议案》 

对于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公司董事会逐项进行了全面的履行落实。 

（三）董事会下设的各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四个专门委员会。报告期内，公司召开 1 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议审议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1 次审计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上市审计报告及相关专项鉴

证报告、续聘审计机构等。各专门委员会依据各自议事规则规定的职权范围运作，

并就专业性事项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及建议,为公司的经营运行、战略规划、财

务审计等起到了严格把关的作用，推进了公司的合规发展。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独立董事根据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内部制度要求，履行职责，行使权

利，积极出席相关会议，认真审阅相关议案资料并独立作出判断，对需要独立董

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或独立意见的事项均按要求发表了相关意见，充分发挥了独

立董事作用。对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为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公司有关事项未提出异议。 

（五）信息披露情况和内幕信息管理 

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认真自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严把信息披露关，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



水平和透明度。公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同时，公司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对涉及公司定期报告发布、资产重组和重大事项审议期间的相关内幕知情人进行

登记、备案，如实、完整地记录内幕信息在公开前各环节所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名

单，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维护公司信息披露公开、公平和公正。 

三、2020 年董事会的主要工作任务 

（一）公司规范化治理 

2020 年，公司董事会将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

中的核心作用。认真执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决议，从维护股东的利益出发， 

勤勉履职，按照既定的经营目标和发展方向，努力推动实施公司的战略规划，不

断规范公司治理，加强董事履职能力培训，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和前

瞻性。加强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指导，决策并优化公司战略规划，保持公

司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二）建立良好的投资者关系 

2020 年，公司将按照《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积极通过电话、邮箱、上证

e 互动、实地调研等多渠道主动加强与投资者联系和沟通。以便投资者快捷、全

面获取公司信息，树立公司健康、规范、透明的资本市场形象。 

（三）做好董事会的日常工作 

1、持续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坚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提高信息披露的主

动性、针对性、有效性，主动接受社会和广大投资者的监督。采用请进来、走出

去等多种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以更多的方式和途

径，使广大投资者能够更多地接触和了解公司，维护与投资者长期、稳定的和谐

互信关系。 

2、组织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确保董事会、股东大会召集、召开、

表决程序均合法合规，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

施；积极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能，为董事会提供更多的决策依据，提高



董事会的决策效率。 

3、保持董事会与管理层信息沟通顺畅，对管理层工作进行有效及时的检查

与督导，充分发挥董事会的核心作用，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四）完善内部控制建设，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董事会将根据最新的法律法规，及时对公司内部控制相关制度进行完善。鼓

励全体员工积极参与，强化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并有效落实到日常经营管理中。

同时，也将在资金管理、采购管理、品质管理、成本管理、现场管理等方面做好

优化工作，为公司发展战略的实现提供保障。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