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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

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大会顺利进行,根据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安徽应流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次会议须知如下： 

一、会议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进行，请参会人员自觉维护会议秩序，防止不当行为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益。  

二、参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严格按照本次会议通知所记载的会议登

记方法及时全面的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及有关事宜。  

三、出席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

等权利，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  

四、出席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要求在会议上发言，应当在出席会

议登记日或出席会议签到时，向公司登记。登记发言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人数原则上以十人为限，超过十人时将安排持股最多的前十位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确定发言人及发言顺序。 

五、在会议召开过程中，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临时要求发言的应经大会

主持人的许可后，方可发言。 

六、每位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发言原则上不超过两次，且每次发言原则

上不超过二分钟。 

七、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有关问题提出质询的，应当在出席会议登记

日或出席会议签到时向公司登记。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并有针对

性地集中解答。 

八、在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就与本次会议相关的发言结束后，会议主持

人即可宣布进行会议表决。 

九、会议表决前，会议登记终止，由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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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十、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

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不得扰乱大会秩序。 

十一、为维护其他股东利益，公司不向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 

十二、全体参会人员在会议期间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振动状态，谢绝任

何未经公司书面许可的对本次会议所进行的录音、拍照及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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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 5月 18日（星期四）下午 14：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繁华大道 566 号公司会议

室 

三、参加人： 

（一）截至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2017 年 5月 1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且在严格依据本次会议通

知所记载的会议登记方法全面履行相关手续后，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议程 

（一）审议事项 

1、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5、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额度的议案； 

8、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二）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16年度述职报告 

（三）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四）大会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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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公司于 2017年 4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 2016年年度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 

 

以上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四月 

 



应流股份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5 

 

议案二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6 年度，公司监事会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

的态度，认真履行《公司法》和《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赋予的

职责。报告期内，监事会召开了 5 次会议，监事分别列席了公司年度股东大会、

临时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认真听取了公司在生产经营、投资活动和财务运作

等方面的情况，参与了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促进了公司规范运作水平的提

高。 

一、监事会会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会议 5 次,会议情况如下:  

（一）、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安徽应

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额度的议案》、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二）、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

优先顺序的议案》、《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三）、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安徽应流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安徽应流

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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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关于为安徽应流久源核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安徽

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四）、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6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五）、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2 日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霍山嘉远

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二、监事会对有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一）、公司依法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

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职责,列席公司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对公司

2016 年度依法规范运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运作规范、

决策程序合法,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忠实履行了诚信义务,公司建立了

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不存在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 检查公司财务的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财务审计报告进行了

谨慎认真的审阅，强化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财务成果的监督。监事会认为公司财

务管理规范，财务运行状况良好，未发现违规担保等违反财务管理制度的行为。 

(三) 关联交易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履行情况进行了监督和核查，认为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公平交易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决策程序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优先顺序发表了意

见。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优先顺序进行调整已经取

得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影响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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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投资优先顺序进行调整。 

报告期内，监事会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发表

了意见。监事会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的项目与公司承诺的募集资金投

入项目一致，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该置换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五）监事会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按

照《公司法》，参照《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国家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的所处行业、经营方式、资产结构及自身特点，总

体上建立健全了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开展和风险的

控制，保护了公司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公司已建立了较完善的内部组织结构，内

部审计部门及人员配备齐全到位。监事会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较为全面、

真实、准确的反映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基本符合了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六）公司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情况 

监事会对报告期内公司建立和实施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了

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管

理制度体系，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内幕信息保密制度，严格规范信息传递流程，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知情人严格遵守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管

理制度，未发现有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报告期

内公司也未发生受到监管部门查处和整改的情形。 

三、监事会 2017 年工作计划 

2017 年，监事会将继续严格遵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会的职责，与公司董事会一起督促公司规范运

作，在贯彻公司既定的战略方针基础上，对重大风险事项及时跟踪检查；同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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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加强自身学习，丰富专业知识，提升监督水平，为维护公司和广大股东利益而

努力工作。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七年四月 



应流股份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9 

 

议案三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本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验证，并出具了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天健审[2017]5-58号《审计报告》。 

一、经营情况 

2016年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总收入 1,275,419,863.73 元，营业利润

44,527,176.49元，利润总额 56,713,496.04 元，净利润 53,426,709.93 元，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682,512.52元。        

二、财务状况 

截止2016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计为6,394,360,648.54元，其中：流动资 

产2,470,847,369.54元，非流动资产3,923,513,279.00元；负债合计

3,552,354,418.90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842,006,229.64元，其中：股本

433,754,341.00元，资本公积1,568,566,378.25元，盈余公积53,543,222.65元,

未分配利润667,075,524.34元。 

三、现金流量情况 

2016年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64,448,028.49元，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77,162,265.71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968,362.76元,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21,139,647.26元，现金

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114,502,284.18元。 

四、主要财务比率 

1、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5.55； 

2、流动比率                  0.82； 

3、净资产收益率              2.35%； 

4、每股净资产                6.55元； 

5、每股收益                  0.13元。 

其他财务数据见公司年报或审计报告。 

以上报告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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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聘请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16年度为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称“公司”）提供了良好的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其在担任公司审

计机构期间，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坚持独立、

客观、公正的审计准则，公允合理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为了保持公司外部审

计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负责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

和内部控制审计，聘期一年，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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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各位股东代表、股东代理人：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经完成对公司 2016 年度的审计工作，

公司已经按照《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完成了

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工作，并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会议审议通过。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

司《2016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

司 2016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2017 年 4 月 28 日出版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证券时报》上。  

 

上述内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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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54,682,512.52 元，按母公司本期实现净利润之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4,448,459.72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后,公司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为 50,234,052.80元。 

 

2016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公司拟以 2016年度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

股本总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0.4元（含税），共派发现金

股利 17,350,173.64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本年度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以上预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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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额度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一、公司拟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情况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简称“应流铸造”）、

安徽应流美国公司（简称“应流美国”）、霍山嘉远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嘉

远智能”）和控股子公司安徽应流铸业有限公司（简称“应流铸业”）、安徽应

流久源核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应流久源”）的2016-2017年度银行授

信提供的保证担保将陆续到期，为保障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拟继续为子公

司和孙公司申请2017-2018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和银行融资提供保证担保，担

保总额折合人民币不超过28亿元，期限为本议案批准后一年，各子公司在担保总

额内可根据贷款利率、授信条件等情况选择不同商业银行进行具体实施，公司对

各子公司具体担保金额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被担保人名称 贷款银行 担保金额（不超过） 担保人 

应流铸造 商业银行（可选择） 150,000 母公司担保 

应流铸业 商业银行（可选择） 40,000 母公司担保 

应流美国 商业银行（可选择） 20,000 母公司担保 

应流久源 商业银行（可选择） 10,000 母公司担保 

嘉远智能 商业银行（可选择） 60,000 母公司担保 

 二、被担保子公司情况 

 1、被担保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应流铸造 2003 年6 月10 日  霍山县衡山镇 60,000万元人民币 铸、锻件制造、加工及技术开发 

应流美国 2008 年3 月14 日  美国芝加哥 200万美币 铸造产品的生产、包装、销售、仓

储及售后服务 

应流铸业 2000 年9 月20 日  霍山县衡山镇 1,022.10万美元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精密铸件 

应流久源 2015 年6 月11日 合肥经开区 10,000万元人民币 中子吸收和屏蔽材料及制品、新型

核工程材料及产品、核技术机械设

备和仪器的开发与销售。 

嘉远智能 2016 年9 月27 日  霍山县衡山镇 1,020万元人民币 研发、生产、销售航空发动机和燃

气轮机零部件，核电设备零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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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零部件 

 2、被担保子公司2016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被担保人名

称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例 

应流铸造  449,080.53 103,773.02 94,434.69 1,079.61 100% 

应流美国 16,870.12 2,013.57 11,051.56 17.79 100% 

应流铸业 41,686.53 8,499.28 45,461.26 339.61 51% 

应流久源 12,231.11 9,136.89 217.53 -712.16 59% 

嘉远智能 129,924.73 1,735.95 6,511.96 -306.13 100% 

 

     三、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2017年4月26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623,388,915.70元人民

币，占最近一期(2016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为21.93%，本次担保事

项审议通过后，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不超过28亿元，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总额为零，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以上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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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规则》的有关规定，我们

结合公司 2016年度经营绩效考核情况，拟定了公司 2016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

案如下表。独立董事领取独立董事津贴，独立董事津贴最高为 4万元/年。 

  

姓名 职务 薪酬（万元） 

杜应流 董事长、总经理 69.96 

林欣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38.16 

丁邦满 董事、副总经理 31.80 

涂建国 董事 18.10 

胡晓玲 董事 - 

李威 董事 - 

陈翌庆 独立董事 - 

王玉瑛 独立董事 4 

孙艺茹 独立董事 4 

曹寿丰 监事会主席 21.20 

万正祥 监事 12.96 

杨浩 职工代表监事 14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七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