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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8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 2022-005 

债券代码：175812    债券简称：21 宁港 0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2 年 3 月 28 日，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宁波环球航运广场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的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此次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

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15 名，实到董事 14 名，董事长毛剑宏、董事宫

黎明、金星、江涛、石焕挺、盛永校、张乙明、严俊、陈志昂、于永

生、吕靖、冯博、赵永清、潘士远参加了本次会议；董事丁送平由于

工作原因请假，书面委托董事盛永校代为出席。会议达到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法定董事人数。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毛剑宏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

相关中介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本次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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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总经

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五)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对非执行董事实行董事袍金制；对非公司发

薪的执行董事，在大股东单位领薪；公司发薪的执行董事，按管理权

限，参考浙江省国资委对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舟

山港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班子的年薪考核办法明确的薪酬水平，由公司

发放。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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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参考浙江省国

资委对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班子的年薪考核办法，并按其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确定。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629,660,861.10 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292,839,056.44

元，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 3,441,334,736.91 元；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余额的差异为人民币 82,942,396.13 元为收到的扣除手续费后的银

行利息。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公司披露的

临 2022-007 号公告） 

 

(八)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详见上海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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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网站） 

同意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九)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公司披露的 

临 2022-008 号公告） 

 

(十)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公司披露的

临 2022-009 号公告）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审议了议案相关资

料，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长毛剑宏、董事宫黎明、张乙明是该议案的关联董事，

回避了表决。因此该议案具有有效表决权的票数为 12 票。 

表决结果：1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公司披露的

临 2022-010 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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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与

浙江海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审议了议案相关资

料，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长毛剑宏、董事宫黎明是该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公司披露的

临 2022-011 号公告）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十五)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内

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上海证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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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网站） 

 

(十六) 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1 年度审计工作总结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七)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担任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审议了议案相关资

料，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含

合并范围内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2022年度审计费用将以2021年审计费用为基础，与会计师事务

所协商确定，同时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审计业务实际

情况确定公司2022年度审计师报酬事宜。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公司披露的

临 2022-012 号公告）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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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宁波

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331,678 千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2,630,957 千元。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规定，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为 263,096 千元，提取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367,861 千元。 

依据公司章程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统筹考虑公司可持续发展需

要和投资者利益，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拟将 2021 年度可分配利润 2,367,861 千元的 60%，按照

持股比例向全体股东进行分配。 

（2）按照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5,807,417,370 股计

算，每 10 股派拟发现金红利 0.90 元（含税）。 

（3）实施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共需支付股利 1,422,668 千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以后年度。 

（4）如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

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

整每股分配比例。 

（5）公司将在本议案经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

实施上述股利分配方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公司披露的

临 2022-013 号公告）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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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

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二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在浙江海

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存贷款等业务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提名肖汉斌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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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连选可以连任，但连

续任期不得超过六年。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五)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度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二十六) 审议通过《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2022

年度债务融资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申请 2022 年度间接融资、直接融资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100 亿元，合计人民币 200 亿元，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融资品种包

括：委托借款、境内外银行借款（含银团借款）、超短期融资券、短

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债、境内外公司债等。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在获得债务融资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实

施债务融资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融资品种、资金用途、时

间、期限、利率、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的选聘、信息披露，以及相关

文件的签署事项。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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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宁波环球航运广场 46 楼会议室以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需要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1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详见公司披露的

临 2022-014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肖汉斌先生简历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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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肖汉斌先生简历 

 

  肖汉斌先生，出生于 1963 年 1 月，研究生学历、博士，中国

国籍。现任武汉理工大学学科首席教授、长江航运产业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武汉港口机械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1985 年 9 月于

原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港口机械系本科毕业；1988 年 5 月获原武汉水

运工程学院港口机械系硕士学位；2003 年 4 月获武汉理工大学（原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机械设计及理论博士学位。肖汉斌先生于 1988

年 5 月参加工作，1988 年 5 月至 1989 年 3 月任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机械系讲师，1989 年 3 月至 2000 年 3 月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副教

授，2000 年 3 月至 2005 年 3 月任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教授，

2005 年 3 月至 2018 年 3 月任武汉理工大学物流工程学院院长，2015

年 3 月至今先后任武汉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科首席教授、长江航运产

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武汉港口机械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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