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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

方稀土）董事会于 2020 年 4月 17 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

2020年 4 月 27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全体董事出席会议，其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董事汪辉文先生、

张丽华女士，独立董事钱明星先生、苍大强先生、祝社民女士、王晓

铁先生、周华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常年法律顾问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殿清先生主持。会议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题： 

1.通过《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通过《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通过《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通过《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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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过《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通过《2020 年度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通过《关于 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北方稀土 2019 年

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431,985,778.25 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43,198,577.83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6,220,005,123.41 元，扣

除 2018年度分配现金红利 181,653,300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母公司实际可供分配利润 6,427,139,023.83 元，资本公积金

242,620,989.73 元。 

为维护公司价值，提升股东权益，维护投资者利益，进一步坚定

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2019 年，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187,630,088.74

元（不含交易费用）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18,000,158 股公司股

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955%；出资总额占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30.45%。回购股份已于 2019年度内实施

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支持上市

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的通知》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

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要约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

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据

此，综合考虑公司生产经营、盈利规模、现金流量状况、未来发展、

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等情况，公司 2019 年度拟不再现金分红，不进

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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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稀土

精矿供应合同>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此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与关

联方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钢股份）签订《稀土

精矿供应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执行稀土精矿关联交易。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与关联方签订《稀

土精矿供应合同》，并按照合同约定执行稀土精矿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赵殿清、李金玲、杨占峰、邢立广、赵德贵、

张日辉、王占成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 7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9.通过《关于与关联方包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与包钢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执行金融服务关联交

易。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与包

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执行金

融服务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赵殿清、李金玲、杨占峰、邢立广、赵德贵、

张日辉、王占成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 7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10.通过《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 2020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债券代码：143039              债券简称：17北方 01 

债券代码：143303              债券简称：17北方 02  

债券代码：163230              债券简称：20北方 01 

股票代码：600111              股票简称：北方稀土                编号：2020—015 

4 
 

独立董事对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进行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关联董事赵殿清、李金玲、杨占峰、邢立广、赵德贵、

张日辉、王占成回避了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同意 7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 

11.通过《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独立董事对本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报告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通过《关于申请 2019 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基建技改及对外投资等资金需求，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70 亿元，

办理授信业务的金融机构不限，授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敞口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授信期限自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下一年度股东大会批准新的授信额度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3.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 2020年度为 22 家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同意为“担保资金储备池”预留 5 亿元额度供

公司 2020 年新增合资合作项目、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外资金需求使

用。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利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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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5.通过《关于制定<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的议案》；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7—2019）》已期限届满，根据《公司

法》、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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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结合运营发展实际情况，制订《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股东回报规划的各项内

容。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6.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投资

启动技术升级改造项目的议案》； 

近年来，随着公司稀土生产“三废”综合治理改造工程、萃取恢

复重建及转型升级改造等项目投入运行，公司稀土精矿投入量较快增

长。公司全资子公司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美公司）

在产能释放过程中出现脱硫系统、水浸过滤系统及稀土精矿暂存能力

不足等问题，对华美公司稀土精矿焙烧工序稳产顺产及全年生产计划

完成形成一定制约。鉴此，华美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4163 万元启

动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7.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8.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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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

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意

见，同意公司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9.通过《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上述第 1、2、4、5、6、7、8、9、10、12、13、15、18 项议题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