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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须知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在本公司 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

制定如下规定：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按规定出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或法人

单位证明以及授权委托书等证件，经验证合格后领取股东大会资料，方

可出席会议。 

二、股东请按时进入会场，听从工作人员安排入座。 

三、大会正式开始后，迟到股东人数、股权额不记入表决数。特殊

情况，应经大会工作组同意并向见证律师申报同意后方可计入表决数。 

四、与会者要保持会场正常秩序，会议期间不要大声喧哗，请关闭

手机或将其调至静音状态。 

五、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

表决权等各项权利，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每位股东发言限

在 5分钟内，以便其他股东有发言机会。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的表决采用书面表决方式，网络投票表决方法请参照本公司发

布的《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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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加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如有多名授权出席会议的代表，均

应推举一名首席代表，由该首席代表填写表决票。 

八、现场会议按《公司章程》规定，推选计票、监票人选。表决结果

由计票监票小组推选代表宣布。 

九、对违反本会议须知的行为，董事会秘书和大会工作人员应予及

时制止，以保证会议正常进行，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 

十、其他未尽事项请详见公司发布的《关于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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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1、会议开始，宣布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 

2、宣布本次会议议案的表决方法； 

3、审议会议议案； 

4、与会股东发言和提问，公司董事、监事、高管等人员解答； 

5、推举计票监票小组成员； 

6、股东投票表决； 

7、休会（统计投票结果，含网络投票结果）； 

8、复会，宣布会议表决结果、议案通过情况； 

9、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10、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11、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在会议记录和决议上签字； 

12、宣布会议结束。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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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一 

 

2020 年年度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同时，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已登载

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投

资者可以查询详细内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报告，监事会对报告发表了审核意见。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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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二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董事会对 2020 年全年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公司在《2020 年

年度报告》中对 2020 年董事会的工作情况、2021 年的工作安排等进行

了阐述，形成了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投资者可详见 2021 年 3 月

30日披露的《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经营情

况讨论与分析”和“第九节 公司治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报告。现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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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三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任

职期间均能够勤勉尽责，独立开展工作，审慎履行《公司章程》所赋予

的职责，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充分发挥了独立董事的作用。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2021年 3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

披露，投资者可以查询详细内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报告。现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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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四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监事会在认真总结、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对 2020年全年监事会

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详细阐述，并编制了《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报告。现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附：《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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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0年度，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支持配合下，监事会认真履行了《公

司法》《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能，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

自身职责，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保证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公司利益和投

资者利益。监事通过列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重大事项、财务状况以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监督，

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现将公司监事会 2020年度工作情况汇报

如下： 

一、监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监事会共有监事 7名，其中职工监事

3名。监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2020年，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

则》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全年共召开监事会会

议 7次，审议议案 33项；出席股东大会 3次，列席董事会会议 8次，认

真审议了公司各项重要议案并形成了决议，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和各项重

要决策的形成过程。监事会能够对公司经营管理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认真

负责的向董事﹑经营层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公司经营中的重大事项进行

问询并提出独立见解，认真履行了监事会的监督、检查职能。 

二、监事会 2020 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2020 年，本着对公司和股东负责的态度，监事会对公司规范运作、

董事及高管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关联交易、定期报告、内部控制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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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点监督，并对公司董事会、经营班子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情况进行了

检查，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2020年度，公司监事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和决策程序、决议

事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公司内部控制及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进行了严格的监督。 

监事会认为：2020年度，公司能够严格依法运作，决策程序严格按

照公司章程进行，内部管理和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

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均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

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公司董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勤勉尽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损害公司

利益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二）公司财务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定期报告进行了细致、严谨的审核，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财务管理、经营成果、会计政策变更等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检查。2020

年度，公司按期披露定期报告 4次，真实反映了公司 2020年各期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所有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出现重大

差错、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规范财务管理工作，财务

运作规范，财务状况良好，财务内控制度健全。公司编制的定期报告及

审议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定期报告的内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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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均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无虚假记载。监事会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 2020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允、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监事会对 2020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监督和核查，认为：报告

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市场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交易定价合理有据、

客观公允，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规范，关联董事、关联股东能够按

照规定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做出了客观、独立的判断意见，

相关信息披露及时、充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以招投

标形成的关联交易，程序规范、合法，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 

（四）公司内部控制情况 

监事会对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

运行情况进行了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法律

法规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符

合公司现阶段经营管理的发展需求，保证了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经营

风险的控制。报告期内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合法、有效，董事会

编制的《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内部控制体系建立、完善和运行的实际情况。 

2021年，公司监事会将继续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依法对公司董事

会和高级管理人员日常履职行为进行监督，积极列席股东大会、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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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及时了解公司财务信息，监督各重大决策事项及其履行程序的合

法、合规性，以切实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和经营管理的规

范运作，为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及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继续努力工

作。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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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五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21）第 110A005178号”《审计报告》。 

现将公司 2020年主要财务指标情况报告如下： 

一、公司主要损益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增长额 增长率 

营业收入 576,691.64 524,558.13 52,133.51 9.94%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541,266.01 484,998.60 56,267.41 11.60% 

其他业务收入 35,425.63 39,559.53 -4,133.90 -10.45% 

营业成本 428,826.91 393,445.70 35,381.20 8.99%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405,663.12 357,311.16 48,351.95 13.53% 

其他业务支出 23,163.79 36,134.54 -12,970.75 -35.90% 

税金及附加 1,262.23 3,070.91 -1,808.68 -58.90% 

管理费用 28,029.76 19,294.98 8,734.78 45.27% 

财务费用 29,347.39 28,747.32 600.08 2.09% 

其他收益 1,895.29 1,767.20 128.08 7.25% 

投资收益 5,464.19 7,213.17 -1,748.98 -24.25% 

信用减值损失 -1,791.34 243.17 -2,034.51 -836.67% 

资产减值损失 -1,291.83 0.00 -1,291.8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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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增长额 增长率 

资产处置收益 447.17 4,494.47 -4,047.31 -90.05% 

营业利润 93,948.82 93,717.24 231.58 0.25% 

利润总额 93,692.17 93,793.21 -101.04 -0.11% 

所得税费用 20,323.94 22,343.23 -2,019.29 -9.04% 

净利润 73,368.23 71,449.98 1,918.25 2.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3,958.07 63,134.09 823.98 1.31% 

少数股东损益 9,410.16 8,315.90 1,094.27 13.16% 

基本每股收益 0.21 0.21 0.00 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基本每股收益 
0.20 0.18 0.02 11.11% 

2020年营业收入完成 576,691.64万元，同比增加 52,133.51万元，

增长 9.94%。其中:主营业务收入完成 541,266.01 万元，同比增加

56,267.41 万元，增长 11.60%。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

司吞吐量增长及港内铁路运输业务模式由代收代付调整为列收列支所致。 

2020年营业成本发生 428,826.91万元，同比增加 35,381.20万元，

增长 8.99%，其中:主营业务成本发生 405,663.12 万元，同比增加

48,351.95 万元，增长 13.53%。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吞吐量

增长导致变动成本增加，及港内铁路运输业务模式由代收代付调整为列

收列支所致。 

2020 年实现利润总额为 93,692.17 万元，同比减少 101.04 万元，

降低 0.11%。净利润为 73,368.23万元，同比增加 1,918.25万元，增长

2.68%。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63,958.07万元，同比增加 823.98

万元，增长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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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末，流动资产为 25.41 亿元，比上年期末减少 0.84 亿

元；非流动资产为 229.51亿元，比上年期末增加 23.28亿元。流动负债

为 52.56 亿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1.38 亿元；非流动负债为 61.63 亿元，

较上年期末增加 20.18亿元。期末股东权益 140.73亿元，较上年期末增

加 3.64亿元，其中：股本 30.76亿元；未分配利润 55.60亿元，比上年

期末增加 5.22亿元；资本公积 30.57亿元，较上年期末增加 0.83亿元；

少数股东权益 16.03亿元，较上年期末减少 3.03亿元。 

盈利能力：基本每股收益为 0.21 元/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

每股收益为 0.20元/股；净资产收益率 5.23%，较去年降低 0.22个百分

点。综合毛利率为 25.64%，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0.64个百分点，与上期基

本持平。 

2020 年公司单位主营业务收入为 20.62 元/吨，同比增加 1.00 元/

吨；单位主营业务成本为 15.45元/吨，同比增加 1.00元/吨。 

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为 44.79%，同比增长了 3.76个百分点；流动

比率为 0.48，同比减少 0.0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报告。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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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六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 2020 年实际完成情况以及 2021 年度生产经营、建设投资

等经营发展目标，公司预计 2021年财务收支情况为：预计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 592,700万元;发生营业成本 430,20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 95,100万

元；实现净利润 74,10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7,100 万

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报告。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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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七 

 

关于制定 2021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和《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研究，制定了 2021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一、独立董事津贴 

支付独立董事津贴人民币 100,000元/人•年（税前）。 

二、在公司领薪的董事薪酬 

在公司领薪的董事，参照总经理薪酬方案领薪。 

三、其他事项 

1、薪酬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由公司代扣代缴。 

2、此薪酬方案（草案）在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从 2021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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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八 

 

关于制定 2021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为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特制定 2021年监事薪酬考核方案（草案）。 

一、在公司领取薪酬的监事实行年薪制。年薪由基本年薪和效益年

薪两部分构成，基本年薪按监事所在岗位工资确定，效益年薪按照公司

主要任务完成情况考核确定。 

二、此薪酬方案（草案）在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从 2021年 1

月 1日开始执行。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现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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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九 

 

关于制定 2021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 2021年市场预测情况、现有生产能力、未来发展计划、公司经

营状况等，制定了 2021年度生产经营计划（草案）。 

公司 2021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为：在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完成吞

吐量 2.745亿吨，实现营业收入 59.27亿元，实现净利润 7.41亿元，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6.71 亿元；完成资产投资 51.8 亿元，股

权投资 1.1 亿元；持续优化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继续保持港口快速健康

发展的良好态势。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报告。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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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十 

 

关于制定 2021 年度资金借款计划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 2021年生产经营计划，预计需要资金总额 69亿元，其中，

短期借款 42亿元，长期借款 22亿元，其他融资方式 5亿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报告。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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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十  一 

 

关于制定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4,914,752,805.88 元。公司 2020

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具

体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5元（含税）。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3,075,653,888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

金红利 107,647,886.08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本年度归属

于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16.83%。2020年末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

年度，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生产经营发展和以后年度利润分配。资

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随着国家环保政策的日趋严格、运输结构调整的深入推进以及建设

世界一流港口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了更快适应国家政策导向，拓展市

场货源，公司将继续加大对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力度，对资金的需

求相应增加。同时，为兼顾分红政策的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本着回报

股东、促进公司稳健发展的考虑，公司制定了上述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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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十  二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及相关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 2020年 12

月 31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并

编制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草案）。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年 12月 31日的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认为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1日，按照《企业内部控

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报告。监事会对报告发表了审核意见。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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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十  三 

 

2020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公司编制了《2020年度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该报告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投资者可以查询详细内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报告。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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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十  四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

际情况及生产经营管理需要，对 2021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

易进行了预计。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30 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21-009），投资者可以查

询详细内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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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十  五 

 

关于预计 2021 年度与日照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

际情况及生产经营管理需要，对 2021年度公司与日照港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之间发生的金融服务业务进行了预计。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内容详

见 公 司 2021 年 3 月 30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1 年与日照港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临 2021-010），投资者可以

查询详细内容。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27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  议  资  料  十  六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尊敬的各位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要求，结合公司财务审

计、内部控制审计的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续聘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其中财务审计费用为 12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

费用为 25万元。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