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编 号 :临 ⒛ 18~o1o

证券代码:ss384o   证券简称:永安期货 主办券商:中 信证券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永安期货

”
或

“
公司

”)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⒛18年 4月 12日 下午 14:3o在杭州市

新业路 ⒛o号 华峰国际大厦 2219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表决方

式。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1人 ,实参会董事 11人 ,会议由阮琪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

l,审 议通过了 《⒛17年 工作总结和 ⒛18年 工作计划 (总经理王

作报告 )》 ;

议案内容:公 司经营管理层认真贯彻执行公司年初制宸的方针、

政策及董事会的整体工作布署要求,坚持创新驱动,围绕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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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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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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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管理两大方向打造核心竞争力,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和作用不断

提升,公 司治理持续优化,经 营业绩再创历史新高,圆满地完成了公

司 2017年 各项工作任务。现将公司 《2017年工作总结和 ⒛18年工

作计划 (总经理工作报告 )》 提交各位董事审议。

表决结果:1l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 《⒛17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案内容: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自成立以来,全体董事勤勉尽责。

2017年度,公 司在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经营

业绩创历史新高。现将公司 《⒛17年董事会工作报告》提交各位董

事审议。

表决结果:11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审 议通过了 《首席风险官⒛17年度工作报告》;

议案内容:公 司首席风险官就公司⒛17年度经营情况、合规及

风险管理情况以及首席风险官履职情况作了报告,现将公司 《首席风

险官⒛17年度工作报告》提交各位董事审议。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 《⒛17年 年度报告》及 《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议案内容:本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⒛18年 4月 16日 在全国股转

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 《永安期货⒛17年 年度报告》(公告编号 :

定 2o18-oo1)、 《永安期货 2017年 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定

2018-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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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o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审 议通过了 《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和 ⒛18年财务预算报告》;

议案内容:审议公司⒛17年财务决算和 ⒛18年财务预算情况。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o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6.审 议通过了 《2017年资本性支出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与 2018年

资本性支出预算计划》;

议案内容:审议公司⒛17年 资本性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和 ⒛18年

资本性支出预算支出情况。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7.审 议通过了 《关于确认公司⒛17年关联交易并预计公司⒛18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审议因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⒛ 17年度公

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并预计 ⒛18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

事项。有关预计公司 2018年关联交易内容详见公司于 ⒛18年 4月

16日 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⒛18年度预计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zO18-O14)。

表决结果:经关联董事阮琪、申建新、金朝萍、林瑛、汪炜,回

避表决,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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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审 议通过了 《⒛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议案内容:公 司⒛17年度暂不进行利润分配。

表决结果:11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9.审 议通过了 《⒛17年下半年风险监管指标情况报告》;

议案内容:公 司⒛17年 下半年各项风险监管指标均持续符合《期

货公司风险监管指标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标准。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审 议通过了 《⒛17年度经营层薪酬考核报告与 2018年度经

营层薪酬考核方案》;

议案内容:审议公司⒛17年度经营层薪酬考核情况与⒛18年度

经营层薪酬考核方案。具体考核指标分值设置经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

员会确定后实施。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11.审 议通过了 《关于相关经营管理事项授权的议案》;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日常经营需要,董事会对部分事项授权给经

营管理层。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12,审 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合理配置公司资产的议

案》;

议案内容:提请股东大会委托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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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配置方案。公司管理层将严格按照资产配置原则,切实防范经营风

险,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3.审 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 司拟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 2018

年度审计服务。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4.审 议通过了《2017年 扶贫工作总结和⒛18年扶贫工作计划》;

议案内容:审议公司⒛17年扶贫工作总结和 ⒛18年扶贫工作计

划情况。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15,审 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议案内容:公 司因业务经营需要,拟变更公司住所。公司原注册

地址为
“
杭州市新业路 zO0号华峰国际商务大厦 10-11层 、16-17层 ”

,

拟变更为
“
杭州市新业路 ⒛0号华峰国际商务大厦 10层、1101室 、

1102室 、1104室 、16层 、17层 、2702室 ”
。具体地址将以公司向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后工商核准为准。根据上述公

司注册地址变更情况,公 司章程须进行相应修改。

表决结果: 11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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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6.审 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议案内容:公 司本次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

——政府补助》(财 会[2o17]15号 )、 《企业会计准则第 绲 号——持

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 会[2017]13号 )、 《财

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 [2017]3o

号)的 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中国证监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

益。

表决结果: 11票 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17.审 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⒛17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议案内容:股东大会召开时间暂未确定,待时间确定后将以公告

形式通知召开时间及审议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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