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21-019 

证券代码：838141        证券简称：中新正大        主办券商：国海证券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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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30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1 年 4 月 26 日以网络通信等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黎晓辉 

6.会议列席人员：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议案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4 人。 

董事韦晓玲因出差缺席，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董事黄健德因出差缺席，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表决。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0 年总经理工作报告》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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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总经理对公司 2020 年度运营情况做具体报告，并介绍对公司下一年度

的工作计划。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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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长代表董事会对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的运行及公司治理情况做具

体报告，并介绍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的工作规划。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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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议案 

1.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1-017）

和《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21-018）。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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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议案 

1.议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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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0 年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结合公司财务报表，编制了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对公司 2020 年经

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预测，结合公司 2020年报表数据，编制了 2021 年度财务预

算报告。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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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议案 

1.议案内容：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公司未分配利润累计亏损人民币 52,517,233.31

元，未弥补亏损已超过公司实收股本总额 41,910,831.00 元的三分之一。 

2020 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爆发，旅游业遭受重创，特别是公司主 

要操作海外市场。前期公司预付押金、机票款、地接款等发生损失，造成严重亏

损致使未弥补亏损超过股本总额的三分之一。 

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积极布局龙州景区运营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计划在 3年内，全面实现整个龙州景区项目的运营，目前部分项目已经落地，进

入设计建设，或项目营销的环节。 

另外，公司利用多年积累的国内外资源，积极开发国内游产品和免税店项目

的开发与运营。本公司将继续完善景区运营+国内游+国外游，提升旅游服务的多

元化，在困难中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新契机、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扭亏为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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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非标准意见专项说明》议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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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受公司委托，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永证审字（2021）第 146166 号）。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关于做好挂牌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

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审计意见中表明：公司 2020 年发生亏损 54,700,433.26 元，营业收入比上

年减少 92.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23,266.83元。这些事项或

情况表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针对该项重大不确定性，公司拟定

了扭转持续经营的多种措施。 

公司董事会认为：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

报表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主要原因是：公司 2020 年发生亏损 54,700,433.26 元，营业收入比上年减少

92.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23,266.83 元。公司已在财务报表

附注二、（二） 中充分披露了拟采取的改善措施，但仍存在可能导致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针对审计报告载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表

明该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已作出具体解释，具体如下： 

2020 年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积极布局龙州景区运营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计划在 3年内，全面实现整个龙州景区项目的运营，目前部分项目已经落地，进

入设计建设，或项目营销的环节。 

另外，本公司利用多年积累的国内外资源，积极开发国内游产品和免税店项

目的开发与运营。本公司将继续完善景区运营+国内游+国外游，提升旅游服务的

多元化，在困难中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新契机、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扭亏为盈，

在新的领域实现突破。 

综上所述，公司具备持续经营能力。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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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请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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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在股转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广

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公告编号：2021-021）。 

2.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回避表决情况： 

不涉及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4.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目录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广西中新正大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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