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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7    股票简称：江苏舜天    编号：临 2020-010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7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在南京市软件大道

21 号 B 座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到董事 5 人，监事会成员

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松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

如下决议： 

一、总经理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董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并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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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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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损益情况 

公司 2019 年度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4,621,763,768.41 元，当年累计结转营业成

本 4,131,180,210.06 元，发生税金及附加 11,648,007.84 元，销售、管理及财务费

用合计 353,641,639.64 元，其他收益 4,736,062.88 元，投资收益 77,896,562.75 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03,927,066.21 元，资产减值损失-469,503.49 元，资产处置收

益-87,652.15 元，实现营业利润 403,770,292.17 元；营业外收入 1,525,134.94 元；

营业外支出 717,971.74 元，收支相抵，实现利润总额 404,577,455.37 元；扣除所

得税 97,221,110.79 元、少数股东损益 40,346,027.44 元，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归

属于母公司）267,010,317.14 元。 

2、资产负债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174,448,925.40 元，负债合计为

2,690,388,297.78 元，少数股东权益为 215,928,246.57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股东权益（净资产）2,268,132,381.05 元。 

3、主要经济指标 

（1）资产负债率：51.99%（合并报表）、53.97%（母公司报表）； 

（2）基本每股收益：0.6113 元； 

（3）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13.55%；加权平均 12.38%。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的详细情况，详见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苏亚金诚所”）审计的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及其附注。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过苏亚金诚所审计验证，审计调整后，公司（母

公司）全年实现利润总额 312,815,688.66 元，净利润 248,401,143.17 元。依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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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按以下方案实施利润分配： 

1、提取 10%的净利润 24,840,114.32 元列入法定盈余公积金。 

2、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后剩余利润 223,561,028.8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624,790,983.90 元；扣减 2019 年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支付的普通股

股利 34,943,685.92 元，加上 2019 年度直接计入留存收益 45,779.18 元，公司 2019

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813,454,106.01 元。2019 年度，公司拟以 2019 年末

总股本 436,796,074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90 元（含税），共计分配

股利 39,311,646.66 元。 

3、分配后剩余利润 774,142,459.35 元转入下年未分配利润。 

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预计为 39,311,646.66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14.72%，低于 30%。对此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具体主营业务为国内外贸易。随着全球贸易合作不断深化，信息化程度

不断提高，市场信息及资源渠道愈发透明，盈利空间也在逐步收缩，故贸易行业

的集中度较低，市场类型为完全竞争市场。 

目前，贸易行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从国际看，新冠疫情正在全球

范围内蔓延，我国贸易伙伴几乎全部发生疫情，国际市场需求明显萎缩，出口订

单减少，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 

2、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目前处于成熟稳定期，坚持“双轮驱动”业务发展战略：一方面，做优

做强存量，稳步发展以服装为核心的贸易主业，包括服装出口贸易和国内贸易；

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增量，开发“错位化、差异化、门槛化”的新型特色市场业

务，主要以监控化学品特许经营、核电用材投标业务、央企供应链境内外联动合

作等国内贸易业务以及海产品进出口业务为主，产品主要包括化工产品、机电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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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钢材、各类援外物资和海产品等。投资业务方面，以金融服务业投资为主，

兼具 PRE-IPO、PE 投资等。 

3、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2019 年，公司聚焦主业、深化改革、推进结构调整、紧抓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增强核心盈利能力，不断提升经营质量。 

主要会计数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营业收入 4,621,763,768.41 5,364,499,251.95 5,499,472,79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7,010,317.14 85,437,000.43 82,891,33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5,077,947.13 43,617,166.33 35,350,370.59 

贸易行业具有行业集中度低，资金需求量大等突出特点。2020 年，公司将

优化业务结构，集中优势资源，扎实做好主业，保持对核心主业的资金投入。 

4、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自上市以来公司非常重视投资者回报，除 2008 年因为亏损未分红外，其余

18 年持续实施现金分红，累计分红约 6.06 亿元，已经远超募集资金净额。本次

利润分配预案中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主要原因是： 

（1）2019 年 1 月 1 日，公司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持有的华安证券

股票以交易性金融资产核算，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以期末在手的 8,900

万股计算，该部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高达 2.30 亿元，影响归母净利润 1.73 亿元，

而该部分收益并不会给公司带来现金流入。 

（2）2020 年度，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疫情的进一步恶化已经造成

了严重的经济冲击和社会影响。由于复工复产推后、原材料供给不足、订单因不

可抗力无法正常履行等原因，贸易行业的供给端、需求端均出现了萎缩。面对复

杂严峻的行业环境，公司也需要储备一定数量的现金以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确保贸易主业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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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年公司将继续发挥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平台优势，积极寻找符合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的、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处于细分市场第一方阵内的优

质投资项目。当条件具备时，公司也将投入相当量的资金，以期建立起公司未来

新的赢利增长点，为未来的长期健康发展谋划布局。 

5、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是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公司现阶段的经营发展需

要、未来资金需求以及现金流状况等因素作出的合理安排。留存的未分配利润将

主要用于贸易主业日常所需的资金流转，条件具备时也将投资于优质项目。公司

借助留存的未分配利润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外部融资规模、提高抵御风险的能

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费用支出。上述留存未分配利润的使用都将有

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并将顺利推进公司的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 

公司于 2020年 4月 17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董事会认为，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既保持了利润分配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又考虑了公司当

年产生现金流的实际利润水平，兼顾了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董事会审议通过《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请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利润分配预

案符合《公司章程》中保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充分考虑了公司

的盈利情况和所处行业的特点、公司现阶段的经营发展需要、现金流状况以及未

来资金需求等因素，同时能保障股东的合理回报,有利于公司健康、持续稳定发

展的需要。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虽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之比不低于 30%”的鼓励性要求，但已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每三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30%的最低标准。对

此，我们已经督促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要求，

就此进行详细披露，并将召开专项说明会予以说明。同时，我们也希望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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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通过各种途径努力优化业务结构、注重风险防控、提升盈利能力，在 2020 年

高度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中专注经营，努力回报投资者。（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公司 www.sse.com.cn《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详见临 2020-011《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关于支付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1、董事会考量了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的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情况，决定支付其财务审计费用 92 万元。2018 年度财务审计

费用为 92 万元。 

2、董事会考量了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的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情况，决定支付其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38 万元。2018 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38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关于聘任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预案 

1、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核并提议，公司董事会拟聘任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

用 92 万元，并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资格审核并提议，公司董事会拟聘任天衡会计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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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审

计费用 38 万元，并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且同意本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临 2020-012《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方案，并将董事长高松

先生、董事桂生春先生、原董事金国钧先生的薪酬方案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详见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临 2020-01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将为江苏舜天汉商工贸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舜天（香港）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12,800 万元

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2、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江苏舜天汉商工贸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4,000



 8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于江苏舜天汉商工贸有限公司资产负

债率超过 70%，本决议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保证期限自股东

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3、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苏舜天易尚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本议案详见临 2020-013《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二、关于增补陈志斌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周友梅先生已向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交辞职报告，辞去

公司独立董事以及相关专业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董事会需增补一名独立董事。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公司本

次董事会会议决议提名陈志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陈志斌先生简历：1965 年 1 月生，会计学博士后，东南大学财务与会计学

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华泰证券（601688）、凤凰传媒（600928）独

立董事，兼任财政部管理会计咨询专家，中国会计学会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会计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会计学会高等工科会计分会副会长。 

陈志斌先生已于 2009 年 3 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已取得《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培训结业证书》，其和本公司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不持有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聘任卢森先生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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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卢森先生简历：1987 年 12 月生，管理学学士，经济师；曾任公司法律证券

部员工、经理助理、副经理；现任公司法律证券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卢森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其任职资

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四、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临 2020-016《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聘任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事前认

可声明； 

3、《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4、关于提名陈志斌先生的《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5、《独立董事候选人（陈志斌）声明》。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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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舜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