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戴克勤） 

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人根据《公司

法》、《证券法》、《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董事

行为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要求，在 2020 年的工作中，忠实履行独立董事勤

勉尽责义务，主动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按时出席 2020 年度的相关会议，

参与审议董事会会议议案，并依法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切实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现将本人 2020 年履行职责情况报告

如下： 

一、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情况 

1、报告期内，本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的要求，

勤勉履行职责，未发生缺席应出席会议的情形。2020 年，公司共计召开六次董

事会、五次股东大会，本人任期内应出席两次董事会、三次股东大会。作为独立

董事，本人依法出席第六届董事会召开的两次会议和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及 2020

年第一、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本人出席会议情况述职如下： 

姓名 应出席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委托出席次数 
2019年年度及2020年两次临

时股东大会 

戴克勤 2 2 0 出席 

在历次会议中，本人认真审议议案，并以谨慎的态度行使表决权，维护了

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均进行了认真审议，

均投出赞成票，没有反对、弃权的情况。 

2、经审核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情况，本人认

为，相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定程序，公司重大经营决策事项和其它重大事

项均履行了相关程序，相关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2020 年对相关事件发表声明及独立意见情况 

报告期内，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

本人积极发挥独立董事在公司中的作用，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活动情况进行了



认真了解和查验，在对关键问题进行评议及审核的基础上，本人就报告期内有关

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具体情况如下： 

（一）2020年4月27日，根据《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基于独立董事的独立判断，就对相关事项的专项说

明和独立意见。 

1、对《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内部审计工作指引》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我们审议了《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现发表如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

效执行；《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内容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

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此外，审计委员会也要求公司审计部每季度对

主要内部控制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没有发现重大缺陷；我们在日常履行独立董事

职责的过程中，也未发现公司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2、关于对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事项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市场及公司实际情况，按照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测评和 2019 年完成经营目标情况的考核结果，同意公司总经理 2019 年薪酬

为 49.79 万元，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总经理薪酬的 80%兑现。 

3、关于对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通过，公司拟对2019年度利润进行分

配，预案拟为：以公司总股本483,966,8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43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0,810,572.4元。 

我们认为：此次利润分派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兼顾公司发展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是可行的。 

4、关于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往来、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

立意见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

发[2005]120 号）的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

情况和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和查验后，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证监发[2003]56号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的规定严

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 

第一、对外担保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2016 年 4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三次会议以及 2016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按照股比为中化扬州提供不超过 8,000 万元的担

保，担保期为 5 年，2018 年 9 月发生担保 52 万元，2019 年 3 月发生担保 4,160

万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该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212 万元。 

（2）报告期内，公司为参股公司扬州奥克石化仓储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经公

司 2013 年 2 月 26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13 年度第一次会议及 2013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向该公司提供 2,822 万元银行

贷款的担保，公司为该公司的担保 161.5 万元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到期。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公司董事会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为8,000万元，实

际担保余额为4,212万元。 

第二、报告期内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如下：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金占用方类别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9 年期初

占用资金余额  

2019 年度占用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

息）  

2019 年度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9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9 年期末占用资

金余额  
占用形成原因 占用性质 

现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合计                     

其他关联资金往

来 

资金往来方名

称 

往来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

的会计科目 

2019 年期初

往来资金余额  

2019 年度往来累计

发生金额（不含利

息）  

2019 年度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有）  

2019 年度偿还

累计发生金额  

2019 年期末往来资

金余额  
往来形成原因 往来性质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南京通海集装

箱航运有限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

控制 
应收账款 1,098.10 1,156.09 - 2,254.19 - 

本集团向该关

联方提供集装

箱中转及房屋

出租服务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江苏中通华物

流有限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

控制 
应收账款 78.46 14.39 - 92.85 - 

本集团向该关

联方提供集装

箱中转服务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南京港龙潭天

宇码头有限公

司 

受同一母公司

控制 
其他应收款 - 386.63 - 301.15 85.48 

本集团向该关

联方提供转供

电、堆场出租

服务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附属

企业 
南京港（集团）

有限公司第二

港务公司 

受同一母公司

控制 
其他应收款 - 3.70 - - 3.70 

本集团向该关

联方提供箱修

等服务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江苏远洋新世

纪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简称

“江苏远洋”） 

受江苏省省港

口控制[注 3] 
应收账款 160.10 2,517.89 - 2,239.05 438.94 

本集团向该关

联方提供集装

箱中转及房屋

出租服务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太仓港集装箱

海运有限公司

（简称“太仓

海运”） 

受江苏省省港

口控制[注 3] 
应收账款 39.91 433.53 - 471.84 1.60 

本集团向该关

联方提供集装

箱中转服务 

经营性占用 

大股东及其附

属企业 

中集东瀚（上

海）航运有限

公司（简称“中

集东瀚”） 

受江苏省省港

口控制[注 3] 
应收账款 26.09 106.26 - 132.35 - 

本集团向该关

联方提供集装

箱中转服务 

经营性占用 



 

前大股东附属

企业 

南京港港务工

程有限公司 

原为受同一母公

司控制的企业，

2018 年 7 月后为

母公司联营企业 

其他应收款  101.63  81.02 20.61 

本集团向该关

联方提供黄砂

商品 

经营性占用 

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及附属企业 

南京港龙潭集

装箱有限公司

（简称“龙集

公司”） 

控股子公司 [注

1] 
应收账款 8,767.13 5,941.14 509.51 509.51 14,708.27 

本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投入控

股子公司龙集

公司 

非经营性占用 

其他关联方及其

附属企业 

中石化南京清

江物流有限公

司 
联营企业[注 2] 应收股利 1,956.10 - - 1,956.10 - 

联营企业股利

分配 
非经营性占用 

合计    12,125.89      10,661.27  509.51 7,957.04 15,258.59    

注 1：子公司龙集公司使用本公司募集资金利率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报告期内本公司已收到龙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利息。 

注 2：报告期，本公司以持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 49%股权作价向中石化南京清江物流有限公司出资后，中石化南京清江物流有限公司持有南京港清江码

头有限公司 100%股权，清江码头拟注销，故本公司应收原南京港清江码头有限公司的股利由中石化南京清江物流有限公司继承。清江物流 2019 年 9 月 29

日出具的承诺函，上述股利由清江物流自股权出资日起 6 个月内支付，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公司已收到上述股利。 

注 3：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京交投”）与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港口集团”）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签署《关于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之无偿划转协议》，约定南

京交投持有的南京港集团 55%股权划转至省港口集团持有。2019 年 1 月 2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南京港集团转发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豁免江苏省港

口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 2173 号），核准豁免省港口集团因国有资产行政划转而控制本公司

277,855,062 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57.41%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江苏远洋、

太仓海运、中集东瀚为省港口集团控制下公司。



 

截止本报告期末，不存在控股股东占用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 

5、关于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

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经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现就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募集资金2019年度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的相

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6、关于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的意见 

根据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拟与关联交易方签订相关日常关

联交易协议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关于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以及公司提供的

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的商业行为，

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未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未有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审议。 

根据相关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就公司拟与关联交易方签订相关日常关

联交易协议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相关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与日常关联方签订相关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

易经管理层充分论证和谨慎决策。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的原则定价，没

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同

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二）2020 年 5 月 20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2020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董事会换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第七届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2、通过对本次董事候选人教育背景、工作经历、专业素养和身体状况等方

面的情况了解，认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

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3、同意熊俊先生、向平原先生、孙小军先生、任腊根先生、曹红军先生、

黄海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同意徐志坚先生、马野青先生、耿

成轩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三、日常工作情况 

2020 年，本人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按时参加公司召开的历次董事会；

凡是要由董事会做出的重大决策，事先必定要求公司提供相关资料并对相关资料

进行仔细审查。公司定期、不定期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面谈等形式向我汇报公

司生产经营情况、信息披露、内部管理的相关情况，以确保最大程度上全面、及

时、完整的掌握公司情况。 

同时，本人也主动加强对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解，并到公司生产现场实

地调研，听取公司经营层对经营状况和规范运作方面的汇报；积极关注外部环境

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从自身专业研究角度对公司的管理、财务及法律规范

方面向公司提出建议，争取做到对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负责任。 

在本年度日常信息披露工作中，关注并督促公司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确保公司 2020 年度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及时、

完整。 

2020 年，本人继续认真学习监管部门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关于财务

方面的专业知识及更新的相关制度，通过学习，本人加深了对公司信息披露和董



 

事行为等相关法规的理解，对于董事的职责和义务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提高了

自身的履职能力。 

四、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 

1、依照《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本人事先认真审核董

事会议案，并主动调查、获取做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资料，会议审议过程中积

极行使质询权和建议权，审议表决时坚持注重审慎性、严谨性原则，忠实履行独

立董事职责。 

2、主动关注公司生产经营、法人治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及执行等重点环

节，并对董事会决议执行、定期报告编制、财务管理、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

大投资、控股子公司监管等情况进行核查和监督，并持续关注公司的信息披露工

作，督促有关人员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有

关规定，不断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确保公司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地完成信息披露工作。 

3、积极参加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专项培训、独立董事专项培训、公司内

部法律法规讲座等，学习最新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深化对相关法规尤

其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等相关法规的认识和理

解，不断提高自身的履职能力，形成自觉保护社会公众股东权益的思想意识，为

公司的科学决策和风险防范提供更好的意见和建议，促进公司进一步规范运作。 

五、其他事项 

1、未发生独立董事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情况。 

2、未发生独立董事提议聘请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3、未发生独立董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和咨询机构的情况 

六、联系方式 

独立董事戴克勤电子信箱：daikq1958@163.com 

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戴克勤（签名） 

 

2021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