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在 2021年工作中，全体董事严格

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认真履行《公司章程》赋予的各项

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各项决议，积极推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不断规范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董事会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做出

了富有成效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现对本年度工作情

况作如下汇报： 

一、2021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5,454.5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34.66%；

营业利润 9,625.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17.98%；公司扭亏为盈，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431.51 万元，本期基本每股收益 0.02 元。报告期末，

公司资产总额 313,472.81万元，较期初增加 17.4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由负转正为 161,501.21万元。 

二、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召开及决议情况 

报告期内，共组织召开 5次股东大会，10次董事会。报告期内，所召开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

审议通过的事项，均由董事会组织有效实施。 

1、董事会会议具体情况 

序号 时间 届次 审议议案情况 

1 2021年 1 月 15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次临

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事项并申请撤回申请文件的议

案》 

2 2021年 2 月 23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

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

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关于修订<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

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3 2021年 2 月 25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撤销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部分议案

的议案》（撤销的议案为《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修订<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关

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 2021年 4 月 28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总裁工

作报告》、《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公司 2020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公司 2020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

策的议案》、《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的议案》、《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公司 2020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公司 2020年年度

报告及报告摘要》、《董事会关于对

2020年度非标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

说明》、《董事会关于对内部控制鉴

证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公

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关于

公司续聘及支付聘请的审计机构报酬

的议案》、《关于 2020年业绩未达

到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暨回购注

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



案》、《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银行融

资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关于全

资子公司为母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公

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未弥补亏

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

案》、《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5 2021年 7 月 27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发生

短期借款的议案》、《关于 2021年

度公司关联方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

供融资支持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于 2021年度董事会授权

经营管理层进行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

务的议案》、《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6 2021年 8 月 6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

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

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7 2021年 8 月 26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

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1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8 2021年 9 月 1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债务豁免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签



临时会议 署<重整投资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9 2021年 9 月 22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

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10 2021年 10 月 26

日 

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九次

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1年第三

季度报告>的议案》、《关于补选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关于提议召开公司 2021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股东大会会议具体情况 

序号 时间 届次 审议议案情况 

1 2021年 3 月 12日 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

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 2021年 5 月 20日 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公司 2020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公司 2020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公司 2020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关于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的议案》、《关于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议案》、《公司 2020年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关于公

司续聘及支付聘请的审计机构报酬

的议案》、《关于 2020年业绩未达

到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暨回购

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

本的议案》、《关于公司为下属公

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事项的议

案》、《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

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未弥

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

的议案》 

3 2021年 8 月 13日 2021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公司关

联方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

支持暨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 2021年 11 月 12

日 

2021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 2021年 12 月 20

日 

出资人组会

议 

审议通过了《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 

三、2022年董事会工作重点 

2022年，董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

号—创业板行业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发挥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认真自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组织和领导公司经营管理层

及全体员工围绕战略目标，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切实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努力争创良好的业绩回报股东。具体方面如下： 

http://www.valueonline.cn/laws/view?id=459097901235868610
http://www.valueonline.cn/laws/view?id=459097901235868610
http://www.valueonline.cn/laws/view?id=459097901236157000
http://www.valueonline.cn/laws/view?id=459097901236157000


1、公司在 2022年将化解上市公司“*ST”的影响,通过“内生+外延”双轮

驱动，开拓市场、扩大产业规模，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在十四五末，让公司重

回细分领域龙头的市场地位。 

2、董事会将继续做好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工作，并贯彻执行好股东大会

决议。 

3、切实做好信息披露工作，自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升公司规范运作的

透明度，保证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4、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依法维护股东权益，特别是保护中小股东合

法权益。 

5、全体董事将加强学习和培训，提升履职能力，更加科学高效的决策公司

重大事项，发挥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保障公司健康、稳定和可持

续发展。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 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