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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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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力帆股份”或“公司”）本次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知及议案等文件已于 2019 年 4 月 8 日以传真或

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7 名，参会董事 17 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牟刚先生主持，监事会部分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总裁工

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2,972,045.63 元，加上年

初未分配利润 1,353,019,374.63 元，减去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 32,855,849.91

元，可供分配利润为 1,573,135,570.35元。目前公司正在筹备乘用车新厂区建

设，坚持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各个产业项目投资金额大，项目投建初期需要流

动资金量大，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7

年-2019 年）》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建议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

行利润分配（含现金分红和股票股利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力帆股份

未分配利润为 1,573,135,570.35元，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52,972,045.63元，目前公司正在筹备乘用车新厂区建设，坚持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各个产业项目投资金额大，项目投建初期需要流动资金量大，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7年-2019 年）》中关

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建议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进行利润分配（含现

金分红和股票股利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该议案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

所作出的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股东的长远利

益，我们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1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力帆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公告编

号：临 2019-055）。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

金使用和存放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度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实施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

事尹明善、陈卫、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陈雪松、牟刚、汤晓东、马可、谭

冲回避表决。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力帆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以及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6）。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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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

事尹明善、陈卫、陈巧凤、尹喜地、尹索微、陈雪松、牟刚、汤晓东、马可、谭

冲回避表决。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力帆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以及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6）。 

独立董事意见：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履行了

回避表决义务；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系在 2018 年度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做出，

涉及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在生产经营中发挥协同效

应、降低公司经营成本，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活

动均按照一般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是合法、公允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为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所采取的措施为避免不正当交易提

供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公司已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我们同

意本议案。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力

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受聘担任公司审计机

构以来，坚持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责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聘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

机构，聘用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规定。我们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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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

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十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就前述相关议案，拟于 2019年 5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14:00 在重庆市江

北区江北嘴力帆中心 2号楼 28楼会议室召开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17 票赞成，0 票弃权，0 票反对。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力帆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编号：临 2019-057）。 

 

三、上网公告附件 

1.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8 年度履职情况

报告》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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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018 年度）》 

6.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8 年度）》 

7.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8.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报备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