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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于 2021年 4月 27日下午 13:30以现场方式在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潘

阳工业园太东路 2777 号公司 3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董事

会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微信等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其他列席人

员。会议应到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宫长义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2020 年

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2020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第

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朱雪珍女士、薛誉华先生、殷新先生，及已离任独立董

事黄鹏先生、权小锋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并

将在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三、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2020 年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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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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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供投资者查阅。 

 

四、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2020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9,763,454.3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6,875,325.94 元，较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4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52,329.81，较去年同期

实现扭亏为盈；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 日末，公司总资产 1,634,341,240.25 元，

较期初增长 19.9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93,642,845.54 元，较期

初增长 2.14%%。 

 

五、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2020 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0 年度审计报告》，本公司 2020 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6,875,325.9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11,152,688.13 元，报告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37,379,415.89 元。 

2020 年度，公司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完善营

销体系、降本增效、兼并优质资产等措施，公司的整体经营基本面得到有效改善，

各业务板块发展势头良好，为保障公司持续发展、平稳运营，更好地维护全体股

东的长远利益，经管理层讨论，董事会研究决定，公司拟定 2020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为：2020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实施了“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

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100,520,720 元（含税），公司最近

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的比例已超过 40%，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支持各项业务的开展以

及流动资金需求，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可

靠的保障。今后，公司将一如既往地重视以现金分红形式回报投资者，严格按照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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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在

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前提下积极履行公司的分红义务，与投资者共

享公司发展的成果。 

 

六、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及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的

核查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七、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

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议案》； 

公司《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全文刊登于《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

查阅。 

 

八、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续

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全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九、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0 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以信用方式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整（或等额外币）授信额度。 

公司以信用方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相城支行申请人民币

8,000 万元整（或等额外币）授信额度。 

公司以信用方式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苏州相城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

整（或等额外币）授信额度。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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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信用方式向宁波银行苏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整（或等额外

币）授信额度。  

 

十、 公司以赞成票 7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开展铝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铝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全文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供

投资者查阅。 

 

十一、 公司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全文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供投

资者查阅。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审核意见，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十二、 公司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全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十三、 公司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取消注销孙公司的议案》； 

2021 年 1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注销

全资孙公司苏州盖克贝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现因考虑到业务发展需要，拟取消

上述决定。同时根据公司目前规划，苏州盖克贝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将开展金属

材料及建筑材料销售、租赁等业务。 

 

十四、 公司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2021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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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2021 年第一季度

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十五、 公司以赞成票 7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

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中亿丰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4月 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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