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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56         股票简称：华升股份          编号：临 2019-012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在湖南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420 号华升大厦九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刘少波董事

因公请假，委托蒋贤明董事出席会议并表决。出席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的全体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杨洁董事长主持。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

总经理业务报告》。 

三、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

报告及摘要》。 

具体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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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最近三年合并会计

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2018 年 27,609,663.84 元，

2017 年-86,569,456.92 元，2016 年 9,479,492.41 元，三年合计可供分配利润

总额为-49,480,300.67 元，年均可分配利润为-16,493,433.56 元。 

母公司 2018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85,883,904.65 元，2017 年度实现的净

利润-7,652,226.59 元，2016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26,728,665.70 元，加上年初

未分配利润-24,482,437.90 元，减去计提 10%盈余公积 6,140,146.68 元后，

本年度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55,261,320.07 元。 

鉴于：1、公司最近三年合并会计报表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负数，且

公司经营活动连续三年现金净流量为负数，为了保障公司正常运转，需要

补充流动资金；2、公司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主业调

整结构、转型升级需要资金支持；3、个别子公司资金紧张，为确保企业正

常生产经营、安全稳定，需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因此，2018 年度公司利

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 

具体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公告》

（临 2019-015）。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

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报告》。 

根据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财政部财会（2007）14 号《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第 1 号》，中国证监会证监会计字（2007）10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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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 7 号—新旧会计准则过渡期间比较财务会计信息

的编制和披露》的规定，并依照本公司制订的《资产减值处理内部控制制

度》，公司计提了 2018 年度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1、对于应收账款计提的坏帐准备，年初为 5,813 万元，年末为 6,268

万元，年度内计提 471 万元，本年度实际核销的应收账款金额 16 万元，本

年坏账准备增加 455万元。增提后坏帐准备计提比例 40.76%，比年初 36.06%

增加了 4.70 个百分点。2、关于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帐准备，年初为 517

万元，年末为 459 万元，年度内转回 58 万元，年末坏账准备余额减少 58

万元。计提比例为 30.97%，比年初 25.28%减少了 5.69 个百分点。本年度

计提应收款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合计 471 万元，转回 58

万元，计提坏账准备对税前利润影响（减少利润）413 万元。3、本年度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3,608 万元，转销存货跌价准备 2,743 万元，对税前利润

影响（减少利润）865 万元，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年末余额达 10,025 万元，

已占年末存货账面价值 26,440万元的 37.91%。4、本期依据公司自身经营

情况对部分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对税前利润影响（减少利润）689 万

元。5、2018 年出售部分湘财证券股权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转

销 8,822万元，对税前利润影响（增加投资收益）为 8,822 万元。 

以上坏帐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和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合计计提 4,768 万元，转回 58 万元，转销 11,565 万元，合计对

税前利润影响（增加利润）6,855 万元。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度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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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履职报告》。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 

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九、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8 年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十、以 9 票赞成，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经营班

子 2019 年度薪酬与经营目标挂钩考核的议案》。 

为进一步调动公司经营班子成员的积极性，明确经营目标责任，确保

2018 年度经营目标的实现，公司决定 2019 年度对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实行

年度薪酬与公司年度经营目标挂钩考核办法。 

    一、在公司领取薪酬的经营班子成员，其薪酬由基本薪酬（岗位工资）

和经营目标奖、专项工作奖三部分组成。 

二、经营目标奖挂钩考核办法 

1. 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利润和营业收入总额均低于或与 2018 年度持

平，经营班子的经营目标奖按不高于 2018 年度实发数控制发放。 

2. 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利润或营业收入超过 2018 年，经营班子的经营

目标奖根据《经营目标奖实施细则》发放。 

3. 经营目标奖按经营班子成员的贡献大小，考核发放。 

三、公司董事会或董事长对为公司做出突出贡献的经营班子成员，可

以决定给予专项奖励，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四、2019 年度，公司将结合物价指数等实际情况，适当提高经营班子

成员的薪酬标准。 

五、所得薪酬须按章缴纳个人收入所得税。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http://www.sse.com.cn����¶�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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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本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杨洁、刘少波、黄云晴、肖群锋、

蒋贤明、刘国华回避表决。 

具体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临 2019-014）。 

十二、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 2019 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费用总额控制在

上年度聘用合同约定额度 56 万元以内，具体金额授权公司经理层与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商定后签约。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临 2019-016）。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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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 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