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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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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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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3 月 3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1 年 2 月 19 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张小宣 

6.会议列席人员：白伟宇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审议、表决等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出席董事 7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总经理工作报告就 2020 年总体经营情况及总经理日常工作情况进行了回

顾，并提出了 2021 年度总经理的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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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 2020 年度工作情况予

以汇报。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

审计机构的议案》 

1.议案内容：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国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会计

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和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有丰富的挂牌公司审计经

验和素质优良的执业队伍，符合为挂牌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能

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满足公司财务报表审计的要求。 

现拟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的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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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在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继续保持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现编制《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

度财务预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0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致

同审字（2021）第 410A001423 号《2020 年度审计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系统相关法律、法规及《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公司拟于 2021 年 3 月 4 日向广大投资者公告《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4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2020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1-009）、《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1-010）。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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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 年权益分派方案>的议案》 

1.议案内容：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 年末公司未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23,359,568.31 元。鉴于公司日常经营情况及业务发展实际需要，公

司决定 2020年度暂不进行权益分派。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1.议案内容： 

财政部于 2018 年 12 月 7 日修订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财

会〔2018〕35 号），本公司拟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该准则。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补充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天津市设立一家全资子公

司，公司名称是天津市黄淮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注册

地是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国家动漫园文三路 105 号读者新媒体大厦第三

层办公室 A 区 311 房间（天津全新全易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 1241 号）；

经营范围是：一般项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二手日用百货销售、针纺

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服装辅料销售、贸易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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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年度股东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应当

于上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召开，且本次董事会相关事宜需要提请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本董事会提议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召开公司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将以上相关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提请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关于 2020 年度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0 年度控股股东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

3,433.96 万元，该笔资金已于公司新三板挂牌申请基准日（2020 年 4 月 30 日）

之前全部偿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致同专字（2021）第 410A001135 号《关于 2020 年度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告编号：2021-016）。 

2.回避表决情况 

    因张小宣、李超峰、刘俊友、赵广良以及彭俊林在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或高管职务，为关联方，需要回避表决，故非关联董事不过半数，该

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议案表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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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本议案直接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关于补充审议 2020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依据证监会、全国股转系统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规定，因公司 2020 年度发生的部分关联交易未经过审议，为进一步规范

公司运作，完善公司治理，公司对 2020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

事项进行补充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2021-012）。 

2.回避表决情况 

    因张小宣、李超峰、刘俊友、赵广良以及彭俊林在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或高管职务，为关联方，需要回避表决，故非关联董事不过半数，该

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议案表决结果： 

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本议案直接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依据证监会、全国股转系统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规定，根据公司经营模式，公司预计在 2021 年度将与关联方发生采购/

出售商品、接受/提供劳务、租赁、资金拆借等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内容和

金额以实际发生为准，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超过本次审议范围的，不再单独进

行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4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

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3）。 

2.回避表决情况 

    因张小宣、李超峰、刘俊友、赵广良以及彭俊林在河南亿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或高管职务，为关联方，需要回避表决，故非关联董事不过半数，该

议案直接提交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议案表决结果： 

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本议案直接提交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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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备查文件目录 

    《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黄淮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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