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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2731    证券简称：德石股份    主办券商：江海证券 

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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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德石股份”）

2018 年 3 月 23 日发出书面会议通知，并于 2018 年 4 月 3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会

议应参加董事 7人，实参加董事 7人。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程贵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本议案

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公司已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基础层

挂牌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的 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告

编号：2018-007、2018-008。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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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本

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公司董事会就 2017 年度总体经营情况及董事会日常

工作情况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 2018 年度工作思路，编制了《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总经理 2017 年度工作情况，公司总经理对

总经理职权履行情况及日常工作进行了总结，编制了《2017 年度总

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本议

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将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情况予以汇报。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议

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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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内容：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公司

2017 年合并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145,727.14 元，加年

初未分配利润 143,575,773.79元，减去 2017年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未分配利润 144,928,046.94元转出（计入资本公积），减

去 2017年度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金 1,482,439.62元，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为 11,311,014.37 元。2017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公司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12,777,81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 元（含税），共计派发 4,511,112.40

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可供分

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公告的《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8-004）。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本议

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公司在总结 2017年经营情况和分析 2018年经营形势

的基础上，结合公司 2018 年度经营目标、战略发展规划及市场开拓

情况，制定了 2018年度财务预算。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对内部治理机制的评估意见>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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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议案内容：报告期内，公司议事以及表决程序都严格按照《公司

章程》、《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全国股转系统制定的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未出现 

违法、违规现象，相关负责人都已做到切实履行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任免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程贵华先生不再兼任公司

总经理，聘任任鸿源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时止。 

任鸿源简历：任鸿源，男，1982 年 7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

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济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历。2006年 7

月至 2011年 5月于烟台喜旺食品有限公司任职，历任 6S推进办组长、

人力资源部部长；2011 年 6 月至 2016 年 11 月于烟台杰瑞石油装备

技术有限公司任职，历任计划部经理、副总经理、QHSE 总监；2016

年 12月至 2017年 5月任职于德州联合石油机械有限公司；2017年 6

月至今任德石股份董事、副总经理。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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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内容：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在俄罗斯联邦伊尔

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Lianhe Petroleum 

Technology Service  Ltd（联合石油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 20,000 卢布，全部由本公司出资。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十）审议通过《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本议案需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为了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对应收款项的会计估计进行

变更。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

露平台披露的《会计估计变更公告》（公告编号：2018-006）。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

议；  

议案内容：公司拟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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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8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 2018 年业务的需要，预计将与控股股东烟

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日常性关联

交易。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批

露平台披露的《关于预计 2018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5）。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董事孙伟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程永峰为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秘

书、副总裁，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孙伟杰、程永峰回避表

决。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议案内容：拟定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00，在公司办公楼

五楼会议室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记录及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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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联合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 4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