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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9               证券简称：云图控股            公告编号：2021-014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3 月 18 日上午 9:00 时，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在成都市新都区蜀龙大道中段 969 号汇景大厦 4 楼云图控股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21 年 3 月 8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会议由董事长牟嘉云女士主持，副董事长宋

睿先生，董事张光喜先生、王生兵先生，独立董事黄寰先生、余红兵先生、王辛

龙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本次董事会会议讨论、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0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 2020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 详 见 同 日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的《2020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 公司业务概要”、“第

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和“第十节 公司治理”。 

公司独立董事黄寰先生、余红兵先生、王辛龙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届时将在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内容详

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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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天健审〔2021〕11-15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度营业收

入 9,154,316,093.30 元，较上年增加 6.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8,555,543.48 元，较上年增加 133.7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442,326,088.02 元，较上年增加 7.05%。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20年年度审计报告，公司

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8,555,543.48元，母公司实现的净

利润95,643,561.69元，提取法定公积金9,564,356.17元，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

润394,907,564.03元，加上因会计政策变更追溯调整年初未分配利润-4,347,355.04

元，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476,639,414.51元。 

鉴于公司目前正处于成长发展阶段，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资金需求量较大，

故从公司稳健发展和股东的长远利益考虑，公司董事会初步拟定的2020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1,010,100,000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本年度不送红股，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公司利

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17,419,200股，按公司总股本1,010,100,000股扣减已回购股份17,419,200

股后的股本 992,680,800 股为基数进行测算，预计本次派发现金股利

198,536,160.00元（含税），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为准。 

若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及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发生

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回购股份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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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五、审议通过《<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公告。 

六、审议通过《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 2020 年度 内部控 制 评价 报告 》 详见 同 日刊 登于 巨 潮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了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同日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七、审议通过《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 内 部 控 制 规 则 落 实 自 查 表 》 详 见 同 日 刊 登 于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根据公司 2021 年度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独立董事对续聘审计机构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内

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申请不超过 65 亿元融资额度的议案》 

全体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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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55 亿元综合授信融

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 2021 年度的经营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55 亿元综合授信

融资，在此额度范围内，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经营需要选择授信银

行及确定融资额度，用途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长期贷款、国内信用证、

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保理、履约保函及贸易融资等授信业务。该授信额度在各金

融机构融资均有效，授信有效期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前

述授信额度可在授信有效期内循环使用。在总额范围内公司及各子公司（包括在

授信有效期内已设立、新增的子公司）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具体授信金额、授信

方式、贷款期限和在授信额度内的提款金额以公司及各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借款

合同为准。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申请不超过 10 亿元融资租赁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在此额度范围内，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管理层办理融资租赁相关事项、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授权有效期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该额度在授权有效

期内可循环使用。 

《关于公司 2021 年申请不超过 10 亿元融资租赁额度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

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提供不超过 55 亿元融资担保的议案》 

全体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了本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不超过 50 亿元融资担

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在此额度范围内，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担保额度的有效期

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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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公司为经销商提供不超过 5 亿元融资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在此额度范围内，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具体的担保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担保额度的有效期

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 

《关于公司 2021年提供不超过 55亿元融资担保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 2021 年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议案均发表了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 2021 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董事 2020 年度薪酬情况和 2021 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1 年度薪酬方案》详

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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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情况和 2021 年度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1 年度薪酬方案》详

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1-2023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未来三年（2021-2023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复合肥原料进出口”、“智能农业服

务”的经营范围。 

原经营范围为： 

控股公司服务；研发、生产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BB 肥）、缓控

释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水溶性肥料、微生物肥料、各种作物专用肥料、

新型肥料；销售肥料、土壤调理剂及相关原材料；从事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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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销售：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白磷、酒、农机、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文体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卫生用品、纺织品、

日用品、家具、金银珠宝首饰、蔬菜、花卉、装饰材料、通讯设备、建筑材料、

工艺品、钟表眼镜、玩具、不再分装的种子、汽车及摩托车配件、仪器仪表、卫

生洁具、陶瓷制品；批发：摩托车；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摄影服务；仓储

服务（不含危险品）；劳务服务；经济信息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

设备安装及售后服务；软件技术开发、咨询、转让及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与设

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拟变更为： 

控股公司服务；研发、生产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BB 肥）、缓控

释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水溶性肥料、微生物肥料、各种作物专用肥料、

新型肥料；销售肥料、土壤调理剂及相关原材料；从事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网上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销售：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

农药（不含危险化学品）、白磷、酒、农机、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

文体用品、照相器材、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化妆品、卫生用品、纺织品、

日用品、家具、金银珠宝首饰、蔬菜、花卉、装饰材料、通讯设备、建筑材料、

工艺品、钟表眼镜、玩具、不再分装的种子、汽车及摩托车配件、仪器仪表、卫

生洁具、陶瓷制品；批发：摩托车；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复合肥原料进出

口；摄影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劳务服务、智能农业服务；经济信息

咨询；计算机网络技术开发；计算机设备安装及售后服务；软件技术开发、咨询、

转让及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与设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同时为保持《公司章程》的一致性，公司拟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第二章 第

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公司章程>修订对照表》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

管理层全权负责办理经营范围增加、章程修订备案等所有手续，并根据有权审批

机关的具体审核要求，对上述经营范围增加及修订公司章程事项进行调整，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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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权审批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有利于

完善和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留住优秀人才和业务骨干，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

力和竞争力，实现员工与公司价值共同成长，促进公司可持续、稳定发展，同意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因张光喜先生、王生兵先生拟

参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其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摘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全文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

事会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及持有人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内容详见

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一）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二）授权董事会决定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和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变更持有

人确定依据、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模式等事项；   

（三）授权董事会对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延长和提前终止作出决定；   

（四）授权董事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的过户、锁定和解锁等相关

事宜；  

（五）授权董事会决定本员工持股计划是否参与公司配股、增发、可转债等

融资事项； 

（六）本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若在实施期限内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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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授权董事会按照新的政策对员工持股计划作出相应调整；   

（七）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

规定需由股东大会行使的权利除外。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完毕之日内有

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因董事张光喜先生、王生兵先生

拟参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其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因董事张光喜先生、王生兵先生

拟参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其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

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云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