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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5 月 7 日（星期五）14:3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7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7 日 9:15-15:00。 

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 58 号公司行政中心 306

会议室 

议程内容 

一、宣布会议开始 

二、统计到会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持股份 

三、审议会议议案 

四、股东发言及答股东提问 

五、选举计票人和监票人 

六、宣布参加现场会议表决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七、对议案现场表决、计票、监票 

八、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九、独立董事作述职报告 

十、合并计算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结果 

十一、宣布本次会议表决结果 

十二、形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十三、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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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江苏农华智慧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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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0 年，公司董事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规范公司治理，推动经

营改善，以打造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为目标，有序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现将 2020 年度

董事会主要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0 年度重点工作 

1、战略择向：经过上年战略整合，公司已迈入新发展阶段。为明晰公司现阶段

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2020 年公司董事会本着“务实求变，稳中求进”的原则认真研

讨制定了公司近三年战略发展规划，明确了公司中期发展的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格

局，为公司科学发展指明方向。同时，董事会还确立了战略检视和修正机制，根据

企业经营时间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定期回顾发展战略，为公司稳健持续发展创造空

间以及提供战略保障。 

2、经营转质：经营是企业的根本，为股东创造价值是公司的重要目标，高质量

的经营是创造良好经营成果的基础。在 2020 年复杂且特殊的大环境下，董事会领导

经营层，立足于公司实际情况，分板块有针对性的采取多种经营措施，扎实苦干、

灵活调整，公司整体经营质量发生实质性改善，有效实现了年度目标，公司 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17.40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9.48 万元，亦为公

司今后健康长远发展打造了基础。 

3、长效激励：为保障公司长远发展，董事会于本年推出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作为公司长效激励机制之一。一方面将股东、公司和管理层及核心团队利

益捆绑，促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促进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

另一方面也以此作为公司核心人员的薪酬补充机制，打造资本市场激励通道，实现

与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 

二、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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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6 次会议。各次会议的召开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董事勤勉出席会议，审慎行使决策权，认

真严谨地审议各项议案。 

（二）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20 年，公司共召开 1 次股东大会会议。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职责，严格按照股东大会决议及授权，

认真执行各项决议。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1、审计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 3 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 名。报告期内，审计

委员会通过查阅资料、现场调查、听取汇报、沟通交流等方式认真履职。重点关注

公司财报年审工作、内部审计、内部控制、关联交易等事项。 

2、提名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 3 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 名。报告期内，提名

委员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研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甄选聘用机制，根据《公

司章程》等相关要求切实履行自身职责。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 3 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 名。本年度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公司和市场情况认真研究制定公司股权激励方案并推动实施；

审查公司非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确

认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 

4、战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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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 5 名成员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2 名。根据《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在确定公司发展规划、加强决策科学性、完善公

司治理结构方面积极发挥了战略委员会委员的作用。 

（四）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

制度的相关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按规定出席董事会会议及专门委

员会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在公司治理和

经营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专业性建议。 

（五）信息披露与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工作，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依法合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也加强对

内幕信息管理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工作，保证内幕信息管理合法合规。 

公司重视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报告期内公司通过电话、深交所互动易平

台、电子邮件、实地考察接待等方式加强与中小投资者沟通，回复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保障中小投资者对公司知情权。 

三、2021 年度重点工作 

董事会将根据资本市场规范要求，继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和治理水平；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自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真实、

准确和完整；认真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和投资者的联系和

沟通，最大程度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2021 年，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公司全体员工一起，齐心协力，锐意进取，不

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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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20 年，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

行监事的工作和职责，按照规定列席或出席了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公司的规

范运作、财务状况、关联交易等情况进行监督，切实维护了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现将 2020 年度监事会的主要工作报告如下：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共召开监事会会议 5 次，监事均出席会议并进行了有效表决，

完成了相关决议事项的审议和信息披露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2、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9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公司 2019 年度核销坏账的议案》《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

文及全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

之一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核实<公司 2020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

对象名单>的议案》； 

3、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4、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关于坏账核销的议案》； 

5、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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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二、重要事项核查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规范运

作、财务状况、关联交易等情况进行了监督，并一致认为： 

1、规范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运作规范有效，形成有效制衡、科

学决策、协作运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进一步完善修订各项制度，内部控制体系

实现关键风险点全覆盖，并得到有效执行，较好的防范了公司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风险。公司规范运作，经营活动稳步推进，有效保障了资产安全。 

2、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进一步加强对公司的财务检查监督工作，不定期的对公司财

务管理制度及财务状况进行查验。审阅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查验了公司 2020

年度相关财务资料并询问了有关人员，认为审计机构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

的审计意见是公允的，2020 年度审计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情况。 

3、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和关联交易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执行，双方遵循自愿、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内幕交易防范 

公司严控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范围，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在相关信息依法公开前，填写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报告期内不存在相关人员在敏

感期间或利用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5、股东大会决议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认为公司董事会能

够认真履行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未发生有损股东利益的行为。 

6、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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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建立较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公司生产

经营管理实际需要，并能得到有效执行，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和风险控

制，保证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7、对 2020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

据充分，符合审慎性原则，决策程序合法，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和经营成

果，使得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准确，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三、2021 年度工作展望 

2021 年，监事会将围绕公司发展战略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突出强化监事会监

督检查功能，遵照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切实履行职责，不断优化监督方式，

加强监督力度，及时掌握公司重大决策事项，监督各项决策程序的合规性，规范公

司运作，防控经营风险，维护股东权益，推动公司治理水平和运营效率得到全面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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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一、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 

指标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增减 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收入

(元) 
1,417,396,092.56 1,137,798,806.35 24.57% 

主要系开拓海外、铸件等新市场，

销售规模上升导致。 

主营业务利润

(元) 
210,294,776.44 -1,511,494.22 14013.04% 

主要系汽油机出口业务销售上升、

中凯矿业毛利率提高导致。 

净利润 

(元) 
75,681,945.05 -1,058,423,907.63 107.15% 

主要是本期销售规模上升，期间费

用下降导致。 

二、财务状况变动情况： 

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 368,949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 153,733 万元、固定资产(含

在建工程)83,864 万元、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131,352 万元），总资产比年初减少了

14,217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减少 23,316 万元、非流动资产增加了 9,099 万元）。

流动资产减少主要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及其他应收款的减少所致。 

2020 年末公司总负债 125,465 万元，比年初减少了 21,847 万元；年末公司资产

负债率为 34.01 ％，比年初减少了 4.44 个百分点；母公司年末资产负债率 18.45 %，

比年初减少了 6.15 个百分点。  

2020 年末公司净资产 243,484 万元，比年初增加了 7,630 万元。增加的原因是

公司本期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2020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7,568 万元，年末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74,135

万元，比年初增加了 5,495 万元，主要是公司本期净利润为盈利所致。 

三、资金运作情况： 

2020 年度现金流量表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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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598,907,287.14 931,405,258.17 

     收到的税费返还 86,871,857.37 92,209,439.5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2,195,159.73 52,943,964.73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797,974,304.24 1,076,558,662.4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318,021,810.89 761,031,853.3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35,192,446.83 175,112,094.70 

     支付的各项税费 94,293,922.80 52,911,353.80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7,214,154.58 150,418,827.43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644,722,335.10 1,139,474,129.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251,969.14 -62,915,466.83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81,198,528.74 13,517,902.41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495,003.25 6,546,227.41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106,138,055.12 8,385,078.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76,464.14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94,831,587.11 31,525,671.9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82,951,366.24 141,095,499.39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6,253,278.27 457,870,980.02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89,204,644.51 598,966,479.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373,057.40 -567,440,807.45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700,000.00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81,700,000.00 335,5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3,621,677.61 358,025,384.95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51,021,677.61 693,525,384.9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76,000,000.00 658,5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4,773,903.07 49,165,2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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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699,198.98 3,358,527.73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93,473,102.05 711,023,761.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548,575.56 -17,498,376.8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953,279.23 5,911,113.37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5,474,208.07 -641,943,537.7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余额 132,490,186.64 774,433,724.3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47,964,394.71 132,490,186.64 

2020 年度，由于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多，使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15,325 万元。公司本年度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净额-29,437 万元，其中：投资

活动现金流入为 29,483 万元；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58,920 万元。公司本年度筹资活动

的现金流量净额 25,755 万元，其中：筹资活动现金流入为 75,102 万元，筹资活动

现金流出 49,347 万元。 

四、成本费用控制情况： 

本年度公司为因经营战略优化，提高了经营效率，降低了经营成本，并随着新

市场、新业务、新产品的逐步开拓，公司全年盈利能力显著提高；另外由于业务整

合、管理优化、资产清理等系列措施实施后取得的成果，以及执行新收入准则核算

口径变化，使得公司本期成本费用较上期大幅下降，且相关举措皆为长效措施，有

力的保障公司未来年度的持续盈利能力。 

五、利润情况： 

本期净利润较上期增加 113,411 万元，主要原因为上期公司实施经营战略调整，

并相应进行资产清理，产生了较大金额的一次性亏损，本期公司着力于产品升级、

研发投入，开拓海外、铸件等新市场，提升品质，使得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较多；

同时推动帮中矿山的建设运营，构建矿业持续开采能力，提高中凯公司毛利率，最

终实现主营业务利润较上期增加 21,181 万元。同时本期销售模式的整合、人员的优

化调整、投资性性房地产会计政策变更、亏损业务的关停、新收入准则的运用、资

源的优化配置等因素影响，使得期间费用较上期减少 25,186 万元。此外，2020 年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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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期间社保减免及促进企业复苏等一系列政府政策，使得其他收益较上期增加 1,921

万元。 

2021 年，公司会继续挖掘市场需求，抢占市场份额，开拓新客户、新产品；持

续提高产品品质和新品开发能力，拓宽产品品类，扩大业务规模。同时加强内部成

本管控，通过降低采购成本、人力成本费用率等，控制管、销费用支出等措施，提

升产品竞争力。在开源与节流上同时加强预算的过程控制，争取 2021 年顺利完成公

司的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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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427,497.86 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5,094,761.52 元；截至 2020

年末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为-38,450,162.60 元，合并资产负债表未分配利润

为-741,354,900.57 元。 

公司以前年度亏损尚未弥补完，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2020 年度拟不

进行利润分配（包括现金股利和股票股利），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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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2021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为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该授信额度指敞口额度，可循环使用；具体方式包括但不

限于金融机构借款、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信用证、银行保函、出口押汇、出口保

理等；有效期至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为止。公

司/子公司可以自有资产抵押、质押等方式为自身授信提供担保。授权公司/子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士为代理人，全权负责业务办理、协议/合同签署等事宜，

公司/子公司在批准额度内发生的融资/授信申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不再逐笔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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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 2021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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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2021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现金管理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 2021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开展现金管理的公告》。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18 

 

议案九《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21 年度审计机构，业

务范围包括财务报告审计、内控审计、相关鉴证报告、专项审核报告等。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业务工作量、执业水平和市场行情等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

费用。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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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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