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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提前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并

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公司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主席杨育健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经记

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并同意提交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0 年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并发表独立审核意见如下： 

监事会认为： 

公司董事会 2020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0 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在提出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报告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2020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亚会审字（2021）第 01530034 号审计报告。 

                                                            

项目 2020年 2019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增减幅

度 

营业收入（万元） 192,666.10 272,886.92 -80,220.82 -29.40% 

利润总额（万元） 4,685.67 -38,044.56 42,730.23 11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484.95 -39,218.37 40,703.32 103.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21,085.13 38,392.04 -17,306.91 -45.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55 0.57 103.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3.36 -207.11  370.47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0.30 0.54 -0.24 -44.44% 

总资产（万元） 255,610.13 300,928.21 -45,318.08 -1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1,257.13 166.82 1,090.31 653.58% 

股本（万股） 71,111.22 71,11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股） 0.018 0.002 0.016 800.00% 

资产负债率（%） 97.18 98.01   -0.83 

 

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30%以上的主要原因: 

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分别比上年增加

112.32%、103.79%、103.6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比上年上升了 370.47 个百

分点，主要原因为上年底播虾夷扇贝受灾核销及减值 2.9 亿元，本年出售中央冷

藏股权收益 4,217 万元，转让广鹿分公司海域及相关资产收益 7,774 万元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比上

年减少 45.08%、44.44%，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国内外疫情对公司进出口业务、

终端销售及物流运输等业务造成重大影响，公司主要行业营业收入均有所下降，

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分别

比上年增加 653.58%、800%，主要原因为上年末净资产基数过低，仅为 166.82

万元，本年盈利导致增幅较大。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拟实施现金分红时应满足以下条件：（1）公司该年

度或半年度实现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施现金分红不

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的规定。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未分配

利润为-1,918,107,317.20 元。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

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该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要求，符合公

司实际情况。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经营计

划及投资计划》。 

监事会认为 2021 年度经营计划及投资计划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成员认为：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

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求，结合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

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上，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了评价，真实、客观地

反映了当前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7、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用亚

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成员认为：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的要求

开展审计工作，履行了双方签订的《业务约定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监事会



同意继续聘任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21 年

度的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为 1 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具体审计费

用由公司根据审计工作量与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商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担保

额度预计的议案》。 

经仔细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材料，公司监事会认为：担保额度预计事项有利

于公司的生产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提供的担保事项是合理的，公司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系正常经营业务，交易双方遵循了“平等、自

愿、公平、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

利益。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且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10、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 年第一季度

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通过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主管部门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11、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

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大连普冷獐子岛冷链物流有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为其提

供借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关联交易公平、合理，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损害广



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向其提供借款。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0 年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对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保

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所做出的说明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的要求，客观反映了公司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揭示了公司的

不利影响。监事会将持续关注董事会和管理层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切实维护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 

13、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度审

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部分消除的专项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 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部分

消除的专项说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 2019 年度审

计报告保留意见所述事项影响已经部分消除。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