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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21-011 

转债代码：113017 转债简称：吉视转债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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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21 年 4 月

19 日以送达、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11 人，现场参加会议

董事 10 人，通讯方式参加会议董事 1 人。公司监事会 5 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王胜杰先生主持，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4,820,830.30 元，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187,094,547.06 元。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顺序并综合考虑公司的发展、经营

情况、行业状况及未来可能的资金需求，2020 年度利润拟作如下安排： 

（1）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提取法定公积金 10％，计 18,709,454.71 元； 

（2）按母公司实现净利润提取任意公积金 55％，计 102,902,000.88 元； 

公司拟以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021 元（含税）。 

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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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处行业、公司经营发展及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公司属于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行业。随着技术的进步，媒体格局、舆论生态、

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

智能手机等终端产品的普及，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逐步改变，随之而来的各类新

兴媒体与智能应用产品对传统广播电视业务及用户分流作用日益明显，整个广电

行业正处于规模体量较小，业务产品相对单一，资源优势尚不对等的市场竞争格

局之中。 

面对严峻的竞争环境，公司依托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及自主研发的广

播电视光纤入户“I-PON”国家标准和“IPVB”国际标准，将产业升级与业务创新发

展方向定位在社会信息化应用领域和城市、农村基础网络光纤入户市场上，打造

了智慧医疗、智慧社区、雪亮工程、数字乡村等项目，并重点规划实施了吉林省

优质教育资源全覆盖工程、国有林管理局省共建示范项目和吉林省农村光纤入户

建设工程等优质项目。同时，依托中国广电 5G 技术与战略发展规划，探索实施

广电 5G 在行业的纵深应用，抢抓机遇在“新基建”领域谋求突破和转型发展。

公司以上战略实施及经营规划均需要大量现金支持，因此现阶段现金分红水平较

低。 

2.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规划，为了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未

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基础网络建设改造、光纤终端投资、宽带平台、IP 数据网

络与系统平台升级改造以及到期债务偿还。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在综合分析行业经营环境、公司经营状态等因

素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现阶段的业务发展、盈利规模、资金需求、股东合理回报

等情况，体现了公司长期持续分红的政策，兼顾了股东合理回报和公司持续发展

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议案》 

《关于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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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年报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关于审议公司 2021 年度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关于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选择融资途径的议案》 

为了保障公司业务发展资金需求,适应货币政策的不断变化，选择灵活、高

效的融资途径，有效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依据资金需

求及金融市场形势选择最佳融资途径，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融资租赁、非金融企业债券类融资等金融类产品。授权期限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预计与吉林省吉林祥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刊登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一、《关于聘请公司 2021 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刊登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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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审议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报告》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三、《关于审议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 5月 20 日下午 14：00时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年 5月 20 日 

                  至 2021年 5月 20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美路吉视传媒信

息枢纽中心）21楼会议室。 

（三）会议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 

2021年 5月 14 日。 

（五）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2.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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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关于审议公司 2020年年报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6.关于聘请公司 2021年年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听取《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