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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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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和会议资料。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世纪大道 1788-1800 号金控广场 T1 楼 21 层以现场结合通讯形式召开并进

行了表决。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5名，实际出席董事 5名。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俞倪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研究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会应

当就其过去一年的工作向股东大会作出报告。公司董事会各位董事认真总结

2018年公司董事会工作，并根据公司实际经营管理情况，编制了《上海宏达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上海宏

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经编制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年度报告》及《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

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公司编制的《上海宏达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出具了《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

的若干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文件的有关要求，公司独立董事

就 2018 年度的工作情况编制了《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

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

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

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编制了《上海宏达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六）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

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

财务报告的一般规定》（2014 年修订）的披露规定，公司编制了《上海宏达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公司 2018 年度合并口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176,866.38 元（人民币，下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2,768,672.21 元；母公司 2018 年度产生的



净利润为-229,043,101.84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1,496,922,121.94 元，报

告期末，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725,965,223.78 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鉴于报告期末母公

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同时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亦为负，公司决定 2018 年度不进行现金分红，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 2018年度及 2019 年第一季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度及 2019 年第一季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公司为下属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下属公司临淄宏达与淄博金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富矿业”）

签订总金额为 35,000 万元的《借款合同》。公司、公司下属公司上海邦格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邦格”）及公司控股股东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茨”）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公司

下属公司上海邦格将其所持有的临淄宏达、潍坊万宝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潍坊万宝”）、东平宏达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平宏达”）100%股权及临

淄宏达所持有的金鼎矿业 30%股权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担保。截至目前，公司

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46,880,150 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核定公司董事、监事 2018 年度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及《公司董

事、监事薪酬制度》等相关规定，并根据公司自身实际情况，提议公司董事、

监事 2018年度薪酬按如下方案执行： 

姓名 职务 
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报酬

总额（税前）：人民币万元 

俞倪荣 董事长、总经理 0.00 

郝军 独立董事 6.33 

刘文新 独立董事 6.33 

卢奋奇 董事 28.00 

张辉 董事 0.00 

郭伟亮 监事会主席 25.08 

曲燕娜 监事 22.58 

高欣 监事 43.02 

崔之火 原董事长、总经理      49.08  

丁以升 原独立董事         6.00  

张其秀 原独立董事               6.00    

吕彦东 原董事 0.00 

姜毅 原监事会主席 0.00 

梁琴 原监事 0.00 

合计 192.42 

注：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崔之火先生、原独立董事张其秀女士、原

独立董事丁以升先生、原董事吕彦东先生、原监事会主席姜毅女士、原监事梁琴女士的书

面辞职报告，上述人员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其他职务。2018 年 6 月 20 日，公司完成

了董事会及监事会的增补选举，选举俞倪荣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并担任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职务；选举卢奋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郝军先生、刘文新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郭伟亮先生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并担任监事会主

席职务；选举曲燕娜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如上表所示，2018 年度，公司董事、监事从公司实际获得的税前报酬金额

合计为人民币 192.42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核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8 年度薪酬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及《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等相关规定，并根据公司自身实际情况，提议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2018年度薪酬按如下方案执行： 

姓名 职务 
报告期内从公司领取的报酬总额

（税前）：人民币万元 

李存龙 财务总监 40.96 

顾铁军 董事会秘书 33.36 

孙利 原副总经理 16.74         

朱士民 原财务总监 14.53         

郑金 原董事会秘书 15.54 

合计 121.13 

注：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原副总经理孙利先生、原董事会秘书郑金女士、原财务总监

朱士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上述人员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其他职务。2018 年 6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聘任顾铁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李存

龙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如上表所示，2018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从公司实际获得的税前报酬金

额合计为人民币 121.13 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十二）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对公司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公司

董事会对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编制了《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对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十三）关于召开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的议案 

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获全体董事一致通过。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

说明》； 

（三）《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关于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的专项说明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