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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76           股票简称： 交运股份          编号：临 2018-004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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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二 O 一八年三

月十六日以专人送达和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会议于二 O一八年三月二十

六日在上海市恒丰路 288 号 11 楼多媒体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董事杨国平先生因重要

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李仲秋先生代为表决。会议由张仁良

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其中，关联董事张仁良先生、朱戟敏先生以及张正先生对《关于预

计公司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会议全部议案，并作出如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经营工作总结暨 2018 年经营工作安

排》；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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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出具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公司目前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执行的实际情况，内部控制体系总体上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不存在重大缺陷。我们同

意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刊登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续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

任公司 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

任公司 2018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7年度财务审计费用的议案》； 

根据 2017 年度公司审计范围和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公司支付上

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民币壹佰万元整的财务审计费用。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支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7年度内控审计费用的议案》； 

根据 2017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审计范围和审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公

司支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人民币叁拾伍万元整的内控

审计费用。 

http://www.sse.com.cn/


 3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上海交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临 2018-005 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临 2018-006 号公告）；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对本项关联交易事项予以认可，同意提交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

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 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实现净利润为 274,441,023.85 元，合并报表实现归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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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45,992,415.23 元。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顺序以及 2018 年度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2017 年度利润拟作如下安排： 

（1）按母公司净利润 10％提取法定公积金，计 27,444,102.39 元。 

（2）按母公司净利润 10％提取任意公积金，计 27,444,102.39 元。 

公司 2017 年度母公司财务报表净利润 274,441,023.85 元，加上 2016

年度母公司结余未分配利润 129,731,757.10 元，减去已分配 2016 年度现

金红利 102,849,294.40 元、提取法定公积金 27,444,102.39 元、提取任意

公积金 27,444,102.39 元后，2017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

为 246,435,281.77 元。 

公司拟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028,492,944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4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143,989,012.16 元，分配后公司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至以后年度。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对本项利润分配预案予以认可，并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该项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充分体现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3、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对经营者 2017

年度考核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2017年度，公司

能够严格按照制定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有关考核激励规

定执行，公司经营业绩考核和薪酬发放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等制度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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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编制的《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认为：交运股份编

制的 2017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上证公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

引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交运股份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上海交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认为：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

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2018 年 3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

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除该事项外，

公司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增资上

海空港巴士有限公司的议案》（内容详见临 2018--007号公告）。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以

货币资金 9957.64 万元单向增资上海空港巴士有限公司，交易价格根据

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上海机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的上海

空港巴士有限公司进行非同比例增资所涉及的上海空港巴士有限公司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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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8）沪第 0248 号]确定的

评估结果为依据进行交易（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8 月 31 日）。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由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增资上

海空港巴士有限公司增资事项是从客运板块整体发展出发，通过收购兼

并扩大经营规模，有利于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竞争力；通过引进优质

资源促进业务联动发展，进一步整合及优化业务资源，提升整体资源价

值，增加企业效益。 

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对本项增资事项予以认可，同意提交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的议案》（内

容详见临 2018--008 号公告）。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子公司交运巴士增资扩股的投资项

目”中，对上海迪士尼乐园客运配套服务（计划投资金额 10350 万元）

市场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

同意公司结合当前的市场环境、公司实际情况以及战略规划，使用上述

募集资金对子公司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

资金用于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增资上海空港巴士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9957.64 万元）及补充流动资金（392.36 万元）。 

经核查，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上海交

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的核查意见》，认为：

交运股份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是基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公

司实际情况所进行，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变更事项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该变更事项尚需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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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内容详见临 2018-  

009 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内容详见临 2018--011号公告）。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

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的部分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定于

2018 年 5 月  日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董事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以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2017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具体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