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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21 年 4 月 15 日，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

公司会议室举行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及会议材料已于 2021 年 4月 5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由董事长张月明先生召集并主持，

高级管理人员张国兴、陈月凤、朱杰、乔欣、杨克琪列席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以书面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第

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丛培国、史习民、何斌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丛培国、王保平、杨大军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 

《2020年年度报告》及《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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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21〕2961 号审计报告，2020 年度

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10,099,086.49 元，加上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

2,526,810,277.68 元，扣除 2019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 24,369,715.70 元，2020 年度

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612,539,648.47 元。按母公司 2020 年净利润提取 10%的法

定盈余公积金 11,009,908.65 元；报告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2,601,529,739.82

元。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282,745,046 股扣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回购账户内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

128,086 股，即 1,282,616,96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 0.19 元（含税），共计派发 24,369,722.24 元人民币，不送红股、不进行公

积金转增股本。结余的未分配利润 2,577,160,017.58 元全部结转至下一年度。公

司本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现金流较为充裕，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

缺，与公司的成长性相符合，与公司未来发展相匹配；该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中对于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

利润分配预案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

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

知义务。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的相关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相关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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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验证，并出具了天

健审〔2021〕296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总收

入 143,279.07 万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0.7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457.03 万元，同比下降 30.35%。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2021年公司计划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80,000万元，营业利润45,000万元，计划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0,000万元。 

2021年经营业绩预算基于： 

1、公司经营的线下实体市场趋于稳定，国际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市场商

户积极性提高，各市场租金有上涨预期，市场经营形势稳步回升； 

2、加速推进线上线下融合，打造集电商直播、电商供货、教育培训、智能

仓储物流等配套服务于一体的电商产业链基地，通过电商（直播）基地、产业供

应链、物流仓储等业务板块开展电商基地技术服务、线上线下销售、直播服务、

电商物流服务，预计营业收入可实现较大增长； 

3、各分市场子公司中的亏损市场，通过减闲增效等方式有效转型实现减亏，

部分市场有望扭亏为盈； 

4、对外投资项目取得较好回报，同时通过继续甄选优质项目开展多元化投

资，持续推进健康产业，预计各项目营收及投资收益有一定的提升。 

特别提示：本预算为公司2021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不代表公

司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市场情况、行业发展状况与公司管

理团队的努力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审议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和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保荐机构及外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意见与鉴证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详见公司指

定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 证 券 时 报 》 、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同日披露的《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

司审计机构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及监事会的相关意见，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非公开发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已建设实施完毕，为了充分发挥

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公司和股东利益最大化，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同日披露的《关于使

用非公开发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及监事会的相关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在浙江省海宁市皮革城大厦 19 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详细情况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同日披露

的《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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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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