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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3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2022-005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了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其中独立董事 3 人。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谢松峰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针对 2021 年度公司总体生产经营情况，公司管理层总结了经验，

分析了不足；同时，对 2022 年的经济形势和市场机会进行了研究，

确定了 2022 年的工作方针和经营目标，制定了具体工作举措，形成

了《2021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此项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对 2021 年度董事会运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对 2022 年的发展

思路进行了规划，形成了《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根据 2021 年度的实际工作开展情况，结合

自身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起草了各自的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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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独立董事 2021

年度述职报告》。 

此项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报告尚需提交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021 年度，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宏观和市场环境变化，紧抓大

客户项目执行效率，严控成本费用，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努力为相

关业务方向的拓展打好基础，积极对已投项目进行必要调整。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 9.5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44.13万元。

根据 2021 年度公司实际运行情况，公司编制了《2021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项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报告尚需提交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关于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的要求，公司编

制完成了《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21 年年度报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2-008）。 

此项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报告及其摘要尚需提交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的议案》  

2021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95,294.9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44.13 万元，较上年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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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104.95%。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根据公司资产及经营情况出具

了《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报告编号

XYZH/2022SHAA10139)。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

报告》。 

此项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XYZH/2022SHAA10139)，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131,288,088.41 元，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494,637,891.87 元；合并报表的可供分配利润为-81,908,138.49 元，

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488,937,301.74 元。 

综合考虑公司经营业绩、资金状况和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

求，公司拟定 2021 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针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利润分配预案综合

考虑了公司经营业绩、资金状况和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符合

公司目前实际情况。 

本议案及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此项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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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公司结合自身经营管理需要,建立了一套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

度,并得到了有效执行，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能够对

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

康运行及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提供合理保证，公司据此编制了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针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现行内部控制体

系和控制制度己基本建立健全，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公司发展

的需要，能够对编制真实、公允的财务报表提供合理的保证，能够对

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健康运行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

制度的贯彻执行提供保证。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制订以来，公司对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重大投资、信息披露的内部控制严格、充分、有效，

保证了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进行，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具有合理性

和有效性；《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客观、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运作的实际情况。 

本议案及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此项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

效考核方案》 

为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实现责权统一，提高企业经营管

理水平和持续盈利能力，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并审核通

过了《2022 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方案》。 

独立董事针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 2022 年度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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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确定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规章

制度等的规定。 

本议案及独立董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22 年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方案》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此项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

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及公司会计

政策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2021 年末各类资产进行

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

需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含信用减

值损失）。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共计人民币-11,204,330.60元，

具体构成如下表： 

类别 项目 金额（元）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022,947.22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2,319,697.48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690,581.20 

资产减值损失 
存货跌价准备 3,522,671.29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925,061.61   

合计 -11,204,330.60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10）。 

此项议案 9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拟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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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期限为一至二年（以实际签署文件为准），主要用于企业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授信银行及拟申请额度如下： 

序号 银行 拟申请额度 授信期限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支行 2.5亿人民币 

一年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青浦支行 2亿人民币 

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5000万人民币 

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亿人民币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支行 
2亿人民币 二年 

此项议案 9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 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周三）在公司六楼大会议室召开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主要议题为：  

1、 《关于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 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5、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6、 《关于 2022 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绩效考核方

案的议案》 

7、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股东大会通知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此项议案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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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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