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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主持人：伍竹林董事长 

会议时间：2019 年 5 月 28 日 9：30 

会议地点：广州市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大厦六楼会议室 

议

程 
内     容 文件 

主持人或 

报告人 

1.  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伍竹林董事长 

2.  
审议《关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一 

吴旭副董事长、 

总经理 

3.  
审议《关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二 张灿华监事会主席 

4.  

审议《关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及<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

摘要>的议案》 

议案三 
吴旭副董事长、 

总经理 

5.  
审议《关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四 

袁志明副总会计师

兼财务总监 6.  审议《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五 

7.  审议《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议案六 

8.  审议《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议案七 王铁军副总经理 

9.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议案八 

张雪球副总经理兼

董秘 
10.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九 

11.  
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

案》 
议案十 

12.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谢康独立董事 

13.  股东提问时间  伍竹林董事长 

14.  
股东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监票，宣布开始投

票,宣布休会15分钟  
 伍竹林董事长 

15.  现场计票  张灿华监事会主席 

16.  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伍竹林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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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广州金鹏律师事务

所律师 

18.  宣布现场会议结束  伍竹林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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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一 

2018年，宏观经济增速继续放缓，能源市场仍处于调整

周期。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和全体员

工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十

三五”规划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应对挑战，较好地

完成了年度生产经营目标，实现营业总收入 261.65 亿元，

同比增长 5.5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亿

元，同比增长 3.31%。 

详见 2019年 4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广

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提请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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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二 

一、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班子按照《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经理工作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治理规则履行职责，

规范运作，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建

立健全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制度和公司治

理规则，信息披露工作合法规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

决议，及时完成股东大会决定的工作。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勤勉尽职，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未发现有违反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监事会认真检查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和会计资料，

核查董事会拟提交股东大会的财务报告，认为公司能严格执

行国家会计法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拥有健全的内部财

务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公司定期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未

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主要由独立董事

组成的董事会属下审计委员会有效地发挥作用。本年度经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公司财务

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本年度公司收购、出售资产交易价格合理，未发现

内幕交易，未发现损害部分股东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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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2 年 4 月 28 日证监

许可[2012]589 号文批准，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以非公开

发行股票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83,021,806

股，每股发行价为 6.42 元，共募集资金 4,384,999,998.70 元，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

公司）以其拥有的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认购

1,854,237,700.00 元，其他投资者以现金人民币认购

2,530,762,298.70 元。扣除全部发行所需费用 50,378,302.18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334,621,696.52 元，募集现金净额

为 2,480,383,996.52 元。 

上述募集资金全部投入募集资金承诺投入项目及变更

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收购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 100%股权、珠江电厂煤场环保技术改造工程项目、珠电

煤码头扩建工程项目及广州市天然气利用工程三期工程（西

气东输项目）项目已实施完毕，广州亚运城项目燃气配套工

程项目尚未全部完工，以及珠海 LNG 项目一期工程和珠电

煤码头扩建工程项目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流的 364.44

万元尚处于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部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

相关法规的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强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满足公司后续发展资金需求，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不及时、不真实、不正确、

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未发现募集资金管理

违规的情况。 

五、公司本年度关联交易合法、公平、公正，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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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合理，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

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充分发挥在关联交易决策、监督方面的职

责和作用，对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同时，公司严格

按照证监会和交易所要求认真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充

分披露相关关联交易信息，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和交易行

为的透明度。未发现损害公司利益和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详见 2019年 4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广

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提请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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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年度报告》及《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三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请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和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于 2019年 4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和《广州

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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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四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请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附件：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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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8年，公司财务情况如下： 

一、 截止 2018 年 12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总资产       38,462,366,261.86 

流动资产 9,788,741,596.50 

货币资金 1,095,348,680.25 

存放同业款项 4,318,121,386.49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601,383,697.1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316,694,406.03 

长期股权投资 6,079,236,266.75 

固定资产 15,499,696,692.95 

在建工程 938,590,877.62 

无形资产 835,078,035.20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38,462,366,261.86 

流动负债 10,540,892,746.86 

短期借款 4,052,125,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371,476,966.81 

非流动负债 8,383,390,67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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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借款 3,833,812,897.93 

应付债券 3,900,000,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74,055,635.41 

所有者权益 19,538,082,836.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6,307,774,175.24 

少数股东权益 3,230,308,661.73 

 

二、 2018 年度公司经营损益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25,981,687,093.53 

利息收入 183,527,783.63 

营业成本 23,373,613,465.02 

利息支出 10,626,270.02 

销售费用 270,156,923.57 

管理费用 538,036,355.35 

财务费用 660,653,888.09 

营业利润 1,094,593,565.52 

利润总额 1,039,237,961.39 

净利润 793,968,412.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1,009,870.86 

少数股东损益 92,958,542.01 

未分配利润 6,152,743,7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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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五 

公司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1,009,870.86元，结转年初未分配利润 5,724,353,533.47

元，在扣除向全体股东派发的 2017 年度现金红利

272,619,655.80 元 后 ，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6,152,743,748.53 元 。 公 司 拟 按 2018 年 末 总 股 本

2,726,196,558股为基数，每 10股派 1元现金红利（含税），

共派送现金红利 272,619,655.80 元。实施上述利润分配方

案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2019年度。 

提请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公司董事

会组织办理利润分配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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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六 

 

2019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能源领域将继续

处于调整和变革之中。公司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基调和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按照公司“十三五”规划要求，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做强做优做大清洁能源

产业，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建设华南地区有重要

影响力的绿色环保能源企业，努力实现收入和利润增长目标。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为：营业总收入 282 亿元，

发生总成本费用 273 亿元。 

提请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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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七 

 

一、为进一步发展公司综合能源业务，提高市场占有率

和综合竞争力，2019 年，拟同意公司属下子公司发生以下日

常关联交易： 

1、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向广州

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国发”）全资子公

司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提供维护

服务，维护服务费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2、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南沙发展燃气有限公司向广州

国发控股子公司广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公司销售天然气约 3

万立方米；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向广州国

发子公司广州荣鑫容器有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州饮食服务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红棉乐器有限公

司销售天然气合计约 160 万立方米。 

3、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向

广州国发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塘水务有限公司购买工业

供水用水，费用约 47 万元，委托废水排放处理，费用约 28

万元。 

4、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向

广州国发子公司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湛江珠江啤酒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荣鑫容器有限公司销售电量约 9,500 万

千瓦时。 

5、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广

州国发控股子公司广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公司提供节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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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售电约 545万千瓦时。 

6、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中电荔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与

广州国发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分摊公用系

统费用,金额约 260 万元。 

7、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国发属下控股子公司广州发电厂

有限公司、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广州发展新塘水务有

限公司、广州热力有限公司、广州西环水泥添加剂有限公司

按比例分摊 ERP系统维护费用，分摊费用将根据全年用户数

量进行确定。 

8、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城投资有限公司向广州

国发及其子公司广州市电力有限公司、广州广能投资有限公

司、广州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租办公室及车位收入合计

约 445万元。 

9、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向广州

国发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旺隆热电有限公司、广州发展新塘水

务有限公司、广州热力有限公司、广州发电厂有限公司、广

州市西环水泥添加剂有限公司、广州市西环电力实业有限公

司、广州广能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嘉逸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燃气工程有限公司提供账户管理、结算及存款服务，吸收存

款日均余额约 80,400万元，利息支出约 1,220万元。 

上述 1-8 项关联交易金额合计约 2,254万元，第 9 项关

联交易吸收存款日均余额约 80,400 万元,利息支出约 1,220

万元。 

鉴于广州国发为上述关联交易的关联股东，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有关规定，关联股

东应回避表决。因此，广州国发及其一致行动人、相关关联

自然人股东应回避表决。 

 

提请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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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八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于 2019 年 5月 30 日任期届满，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伍竹林先生、吴旭先

生、李光先生、张龙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2019年5月31日起至2022

年 5 月 30日。 

提请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

生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附件：《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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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伍竹林先生，1964 年出生，研究生，硕士，高级工程师。

2014 年以来历任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广州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吴旭先生，1962年出生，研究生，硕士，工程师，经济

师。2014年以来历任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

长、党委副书记，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行

政总裁、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李光先生，1965年出生，研究生，经济师。2014年以

来历任广州市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处处长，广州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现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张龙先生， 1982年出生，研究生，硕士，高级工程师。

2014年以来历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葡电管理办公室投

资开发处副处长，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副

主任、主任。现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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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九: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将于 2019年 5 月 30日任期届满，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谢康先生、马晓茜先

生、杨德明先生、曾萍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 2019 年 5 月 31 日起至 2022

年 5 月 30日。 

公司董事会已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对上述被提名人的资格进行了核查，确认上述董事候选人

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资格。 

提请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

生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附件：《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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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谢康先生，1963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信息

经济学乌家培奖评选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院校电子商务

专业教指委委员，中山大学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现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酒家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重庆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马晓茜先生，1964 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5 年 7月至今，在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工作，历任教研

室主任、系主任、副院长，天河区第七届人大代表、教育部

能源与动力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广东省能源

高效清洁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广州市能源学会理事长、广

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杨德明先生，1975 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韶关市农业发展银行职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讲师，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博士后，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士

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科茂林产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pUfLuf60na6OwFmUKCsDWe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pUfLuf60na6OwFmUKCsDWe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pUfLuf60na6OwFmUKCsD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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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萍先生，1972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

任湘潭钢铁公司钢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

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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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十: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的议案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之十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将于 2019年 5 月 30日任期届满，根

据公司《章程》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张

灿华先生、张哲先生、苑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

表监事候选人。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 2019年 5 月 31日

起至 2022 年 5月 30 日。 

提请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

生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第八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相同。 

 

 

附件：《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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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灿华先生， 1973 年出生，本科，学士。2014年以来

历任黄埔区教育局局长、党委委员，黄埔区民政局局长、党

委书记，广州市国资委外派监事会主席。现任广州国资发展

控股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哲先生，1971 年出生，研究生。2014年以来历任广

州市纪委监察局宣传教育室、案件审理室正处级副主任，广

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现

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 

    苑欣女士，1974 年出生，本科，学士，高级经济师。2014

年以来历任岭南集团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财务管理部总

经理助理兼财务结算中心副主任、财务管理部副总经理兼财

务结算中心副主任，广州市国资委外派监事会监事。现任广

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监事、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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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作为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2018 年我们严格按照《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

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独立董事

年报工作制度》等公司规章和制度，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忠

实、勤勉履行独立董事职责，主动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积极出席

公司 2018 年召开的相关会议，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独立作用，

对公司董事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客观意见，谨慎行使公司和股

东所赋予的权利，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尤其关注中

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现将我们于 2018 年度履行职责的情况汇报

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7 月 5日，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杨德明

先生、曾萍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工作履历、专业背景及兼职情况 

谢康先生，1963 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评

选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高等院校电子商务专业教指委委员，中山大学

信息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重庆水务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外部董事、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多益网络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马晓茜先生，1964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95 年 7

月至今，在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工作，历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

副院长，天河区第七届人大代表、教育部能源与动力类教学指导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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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主任委员。现任广东省能源高效清洁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广州

市能源学会理事长、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电力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杨德明先生，1975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韶关

市农业发展银行职员，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云南财经大

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暨南大学管理学

院会计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会计

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

科茂林产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三和管桩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曾萍先生，1972 年出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湘潭钢

铁公司钢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讲师、副

教授、教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

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2、独立性情况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的独立性要求，不存在影响独立述职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情况 

2018年，公司共召开 4 次股东大会、17 次董事会、8 次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1 次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按规定出具意

见 1 份。我们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出席会议，在对议案充分了解的基础

上，审慎发表独立意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行使表决权。出席会议情

况具体如下： 

姓名 
股东大会 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出席/应出席 应出席 亲自出席 委托出席 出席/应出席 出席/应出席 

谢康 4/4 17 16 1 不适用 不适用 

马晓茜 4/4 17 16 1 不适用 1/1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pUfLuf60na6OwFmUKCsDWe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pUfLuf60na6OwFmUKCsDWe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pUfLuf60na6OwFmUKCsD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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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明 0/1 10 10 0 5/5 不适用 

曾萍 1/1 10 10 0 5/5 不适用 

2018年度，我们结合专业特长对公司发展战略、规范运作、经营

管理、风险内控、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等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对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关联交易、利润分配、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资金占用及对外担保、支付审计费用、聘任审

计机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等事项进行独立审议并出具

独立意见，未对公司本年度的董事会议案及其他非董事会议案事项提

出异议。 

三、年度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对董事会决策的重大事项，我们都事先对公司提供的

资料进行认真审核，对于相关事项是否合法合规作出独立、明确的判

断，发表独立意见；对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我们定期索阅相关资料，

及时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动态；对公司信息披露情况，我们进行了监

督与核查，履行独立董事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具

体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如下： 

1、关联交易 

2018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公司向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属下企业提供运营管理服务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属下广州发展天然

气利用有限公司继续租用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部分物业涉及

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参与设立广州国资产业发展基金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公司向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属下企业提供发电权补偿电量

交易服务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等 4 项关联交易。作为独立董事，我们认

真审核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相关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

立董事意见，认为：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董

事会审议议案时，监事会进行监督，不存在关联董事回避情形，非关

联董事一致通过，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同意相关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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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对担保事项的决策审批程序。 

经认真检查，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其他关联方有占

用公司资金行为，除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或合营公司提供担保外，公

司未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等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对外担保情况符

合有关规定和法定批准程序，并能按照相关法规规定认真履行对外担

保情况的信息披露义务。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我们认真监督、检查了 2018 年募集资金使用审批程

序、募资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实行专款专用，公司以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等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募集资金不存在未按规

定使用以及相关信息未按规定披露的情况。 

经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以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我们认为该次以

部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宜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公司资金流动性风险，满足公司后续发展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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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

规定，审批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聘任审计机构 

我们仔细核查了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

执业资格，认为其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

满足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

聘请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

审计机构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聘请广东正中珠

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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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独立董事选聘 

报告期内，我们核查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情况，

认为候选人拥有较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熟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相应资格和能力，提

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6、现金分红及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情况 

公司 2018 年制定了《未来三年(2018 年-2020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

划》，明确了利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的具体内容、现金分

红事项的决策程序和机制以及为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中小股东意见

所采取的措施，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充分保障了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经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73 亿元。 

7、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控投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严格履行承诺事项，没有发生

违反承诺的情况。 

8、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公司全年共发布了 4 份定期报告和 63 份临时公告。公司披露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相关信息披露人员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所

有重大事项均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9、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公司已经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

引及评价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

业务与单位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内控制度规范完整、合理、有

效，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的内控体系与相关制度能够适应公司管理

的要求和发展的需要、能够对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运行及公司经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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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的控制提供保证。 

10、董事会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设预算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战略管理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预算管理委员会等 4 个专门委员会

的工作规程。公司董事会及下设专门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规程的

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各自职责，为董事会科学决策提供建设性意见。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严格按照《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等规定，忠实、勤勉、谨慎履行独立董事职责，参与

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同时，充分发挥专业独立作用，积极承担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各项职责，在公司各项重大决策过程中，据实发表独立

意见，不断提升董事会科学决策水平，努力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公司对独立董事的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没有

妨碍独立董事独立性的情况发生。2019 年，我们将继续本着忠实、

勤勉、谨慎的精神，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和

要求，切实履行独立董事义务，充分发挥专业独立作用，坚决维护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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