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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3 月 20 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以电子邮

件的形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21年 3月 30日以现

场会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广东省广州

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 1号 1幢水电广场 A-1商务中心

公司 2505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 10人，实际参会董

事 10 人，其中，董事长谢彦辉先生、董事王伟先生以通讯

表决方式参加会议。公司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谢彦辉先生因公无法主持现场会

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总经理卢大鹏先生主持，审

议了通知中所列全部议案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10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该报告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主要内容见《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之“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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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三、10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该报告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 

四、10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该报告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2020 年，公司实现总资产 29,491,657,758.56 元，比上年

度末增长 1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71,847,688.78 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13.51%；营业总收入

12,583,024,873.89 元，同比增长 12.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3,578,185.52 元，同比增长 12.64%。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10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该方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合并）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度 
预算数 

2020年度 
实现数 

增减变动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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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409,550.45 1,258,302.49 12.0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0,376.75   26,357.82 15.25% 

本财务预算为公司2021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指标，

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性承诺，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

济环境、市场需求状况、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六、10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预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度，公司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94,257,680.98 元，

扣除按 10%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19,425,768.10 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955,257,994.78 元，减去本年已派发现金股

利 72,135,723.48 元 ，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1,057,954,184.18 元。根据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为：以 2020年末总股本 1,202,262,05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65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78,147,033.77 元，剩余的未分配利润

979,807,150.41 元结转下一年度。 

董事会认为公司拟定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是从公

司的实际情况出发，既保证公司稳定较快发展，同时也回报

了广大股东；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比例符合《公司章程》的要

求，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情形，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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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经营和健康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拟定的 2020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独立董事对该利润分配预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七、10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同意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表

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2021年 3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八、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审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具有证券相

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 2020 年度为公司服务过程

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

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

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董事会同意公司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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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发表意

见，详见 2021年 3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

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事前认

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 2021年 3月 31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九、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会计

政策变更。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十、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经理层实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的决策部署，健全公司经理层成员考核激励约束机制，不断

激发企业经营管理者活力、创造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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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管理人才队伍，董事会同意公司经理层实行任期制

和契约化管理，结合实际，公司制定《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

限公司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暂行办法》《广东水电二

局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层成员绩效考核办法》及经理层岗位说

明书，并由公司董事长与经理层成员签订聘用协议、年度责

任书、任期责任书。 

十一、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

资建设粤水电科技创新中心的议案》（该议案需报股东大会

审议）； 

为加快公司建设和发展，盘活存量土地，实现公司资产

的保值增值，同时聚焦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科技创新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好的收益，实现

公司高质量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晋丰实

业有限公司在广州市增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粤水

电科技创新中心，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48,757万元。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

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粤水电科技创新中

心的公告》。 

十二、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

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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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3月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