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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6月20日下午13:30时；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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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6 月 20 日至 2018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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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酒店多功能会议厅
三、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
四、主 持 人：董事长 林云
参会人员：公司股东和股东代表、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列席人员：见证律师
五、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介绍参会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和代表股份数；
（二）主持人提名并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监票人、计票人名单；
（三）审议议案：
1、审议公司《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公司《2017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6、审议公司《独立董事 2017 年度述职报告》；
7、审议公司《关于续聘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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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审议公司《关于续聘 2018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四）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提问，由公司有关董事、监事进行解答；
（五）现场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六）统计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七）暂时休会，等待网络投票结果；
（八）复会，总监票人宣读现场及网络投票合并表决结果；
（九）参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上签字；
（十）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一）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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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2017 年，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
《董事会
议事规则》相关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负责的精神，规范运作、科学决策，按照公
司发展战略做好重大经营决策，督促和指导管理层认真落实具体措施，使公司保持
持续稳健的发展。
一、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85.69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28,994.92 万元下降
91.43％；营业利润为-157.75 万元，上年同期营业利润为 798.91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36.58 万元，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33.30
万元。公司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为黄金珠宝贸易业务、出租房屋收取租金及提供互联
网接入服务收取服务费。报告期内，因美元加息导致国际黄金价格波动较大，基于
风险控制，公司减少了黄金珠宝贸易业务交易，公司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及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均下降幅度较大。
二、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85.69 万元，较上年同期的 28,994.92 万元下降
91.43％；营业利润为-157.75 万元，上年同期营业利润为 798.91 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36.58 万元，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33.30
万元。
(一) 主营业务分析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营业收入

本期数
24,856,86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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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16,989,244.27

275,124,471.92

-93.82

销售费用

220,822.96

556,041.69

-60.29

管理费用

9,595,146.99

9,534,062.61

0.64

财务费用

-417,404.89

-604,248.53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66,327.71

-1,144,880.7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37,557.75

-6,618,658.17

不适用

133,100.00

-1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本报告期发生的黄金珠宝首饰销售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本报告期发生的黄金珠宝首饰销售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本报告期发生的黄金珠宝首饰销售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本报告期偿还往来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收回委托理财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本报告期未发生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所致。

1.

收入和成本分析
营业收入发生较大变动主要系本报告期发生的黄金珠宝首饰销售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本报告期发生的黄金珠宝首饰销售减少所致。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94.01

增加 0.10
个百分点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黄金珠宝首饰

16,968,620.06

16,469,490.95

2.94

-94.00

其他行业

5,259,918.32

205,507.28

96.09

14.18

减少 3.91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94.01

增加 0.10
个百分点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黄金珠宝首饰

16,968,620.06

16,469,490.95

2.94

-94.00

服务

5,259,918.32

205,507.28

96.09

14.18

减少 3.91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4

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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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减
（%）

年增减
（%）

（%）

境内

5,259,918.32

205,507.28

96.09

-93.04

-99.71

增加 88.73
个百分点

境外

16,968,620.06

16,469,490.95

2.94

-91.99

-91.96

减少 0.39
个百分点

(2).成本分析表
单位：元
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
占总
成本
比例
(%)

黄金珠宝首饰

采购加工成本

16,469,490.95

98.77

其他行业

租金成本

205,507.28

1.23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本期
金额
较上
年同
期变
动比
例(%)

274,801,953.80

100.00

-1.23

0.00

1.23
本期
金额
较上
年同
期变
动比
例(%)

情
况
说
明

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
占总
成本
比例
(%)

黄金珠宝首饰

采购加工成本

16,469,490.95

98.77

服务

租金成本

205,507.28

1.23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
期占总
成本比
例(%)

274,801,953.80

100.00

-1.23

0.00

1.23

(3). 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2,222.85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00.00%；其中前五名客户
销售额中关联方销售额 0 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0 %。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1,646.95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100.00%；其中前五名供
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采购额 0 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 0%。
2.

费用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60.29%，主要系本报告期发生的黄金珠宝首饰销售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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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62,438.96

-1,144,880.7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37,557.75

-6,618,658.17

不适用

133,100.00

-1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本报告期偿还往来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子公司收回委托理财款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发生较大变化主要系本报告期未发生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所致。

(二)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1. 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应收账款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
说明

0.00

0.00

2,400,151.25

1.32

-100.00

注1

其他应收款

327,728.21

0.20

6,794,353.62

3.72

-95.18

注2

其他流动资产

650,553.03

0.39

1,881,605.60

1.03

-65.43

注3

其他综合收益

8,474,807.10

5.08

17,450,374.25

9.57

-51.43

注4

其他说明
注 1：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收回应收款项所致；
注 2：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收回委托理财款所致；
注 3：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收到税务部门退回子公司以前年度所预缴的利得税所致；
注 4：主要系受汇率变动的影响，进行外币财务报表折算产生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三) 投资状况分析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7,695.00 元，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减少
1,405.00 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为 353,169.15 元，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增
加 247,315.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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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控股参股公司分析
注册资本

单位名称

主要业务

金泰集团国际有

黄金珠宝

港币

限公司

贸易

2,000.00

济南金泰珠宝有

黄金首饰

美元

限公司

销售

100.00

服务

1,000.00

中云（北京）数
字传媒有限公司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148,781,253.46

95,486,041.76

16,968,620.06

-4,165,423.96

-4,167,163.33

18,001,493.10

8,001,493.10

-709,600.29

-709,600.29

13,982,511.95

13,175,669.94

3,057,474.82

1,837,264.56

(万元)

5,259,918.32

三、公司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 行业格局和趋势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WGC)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年需求下滑 7%至 4,071.7 吨。ETF
虽然依然呈现净流入的态势，但势头不及 2016 的强劲。各国央行增储共计 371.4
吨，较 2016 年下降 5%。金条和金币需求受美国拖累下降 2%。金饰需求受中国和印
度推动，增长 4%，但仍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二) 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利用在香港便于拓展国际业务这一平台，在控
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开展黄金珠宝贸易业务，增强公司盈利水平和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房屋出租业务稳定，公司将继续开展房屋出租业务。公司继续开展互联网接入
服务业务。
(三) 经营计划
公司子公司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开展黄金珠宝贸
易业务；公司将继续开展房屋出租业务及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
基于 2018 年度市场的趋势分析与判断，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预计 2018 年度
实现销售收入约为 1 亿元人民币，成本、费用预计约为 0.90 亿元人民币；2018 年
度预计实现营业利润约 1000 万元人民币。
(四) 可能面对的风险
1、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受美国加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国际黄金价格波动较大，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影
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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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和销售渠道不足的风险。
公司利用金泰集团国际有限公司位于香港便于拓展国际业务的地域优势，在风
险控制的前提下，积极开展黄金珠宝贸易业务，提高市场竞争力。
3、政策和市场风险
当前国家产业政策、利率水平的变化，国内外市场环境、行业未来发展变化、
产品销售价格波动等原因有可能对公司未来效益产生影响。
(五) 其他
维持当前业务的资金需求
基于公司当前业务情况，公司经营资产及自有资金可以满足持续经营的需要。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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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一、监事会的工作情况
召开会议的次数
监事会会议情况

3
监事会会议议题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6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6 年年度报
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 2016 年
九届四次监事会会议于
度财务审计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
2017 年 4 月 24 日以通讯
专项说明的意见》、
《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 2016 年度
方式召开
内部控制审计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
项专项说明的意见》、《2017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九届五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14 日以通讯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方式召开
九届六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7 年 10 月 26 日以通讯 《2017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方式召开
二、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公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对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决议事项、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
执行情况、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的情况及公司管理制度等进行了监督。监事
会认为：公司董事、经理、高级管理人员认真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能够按
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开展工作，运作较为规范，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损害公司利益
的行为。
三、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7 年财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四、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进行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批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之规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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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价格遵循了市场公允原则，没有发生损害非关联股东及公司利益行为。
五、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1、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
计，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非标准无保
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审计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审计报告没
有异议；董事会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该专项说明表示同意；监事会
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落实相关应对措施，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消除影响持续经
营的相关因素，切实维护好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权益。
2、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进行了审
计，为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对非
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
公司监事会认为：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内
部控制审计报告没有异议；董事会的专项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对该专项说明
表示同意；监事会要求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改
进公司治理,防范经营风险，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好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权益。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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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
了无保留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主要的财务数据和指标如下：

一、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4,856,860.66
-6,365,793.07

289,949,159.52
2,332,995.37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91.43
-372.86

-2,338,255.93

6,052,358.04

-138.63

9,446,801.77

-3,366,327.71

-1,144,880.76

不适用
本期末比上
年同期末增
减（%）
-19.44
-8.57

149,482,151.99

主要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7年

2016年

2017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总资产

(二)

2016年末

63,565,764.58
166,797,074.16

78,907,124.80
182,428,328.51

2015年
638,757,198.81
5,662,049.65

2015年末
67,492,829.78
226,683,626.72

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0.04
-0.04

0.02
0.02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300.00
-300.00

-0.02

0.04

-150.00

0.06

-8.94

3.19

减少12.13个百分点

9.37

-3.28

8.27

减少11.55个百分点

15.63

2017年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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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7 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692,095.25

3,165,592.00

2,326,370.66

18,672,802.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86,214.61

-235,002.35

-2,038,752.81

-1,705,82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381,080.35

724,091.76

-1,025,583.58

-655,683.76

403,922.02

1,629,308.59

953,855.43

-6,249,525.00

营业收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附注（如适
用）

2016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44.4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1,880.27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
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405.00

2015 年金额
755,260.09

2014 年金额
-38,578.08

-16,340.35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4,169,800.7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74,032.69

-4,499,817.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3,733,918.22

4,084.53

所得税影响额

25,194.51
合计

-4,027,537.14

-3,719,362.67

-3,784,752.12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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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7
年度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9,121,130.11 元,，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
配 利 润 -519,757,160.43 元 后 ， 本 期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利 润 为
-528,878,290.54 元。公司董事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章程》
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 2017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
增股本。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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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已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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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六：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李敏）
本人李敏作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依照《公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
《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勤勉、忠实、尽责的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
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2017年度履职情况报
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一）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李敏：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
历任审计署副主任科员，中国审计事务所部主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中法、天
一）副所长，现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合伙人），自2013年6月29日至
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不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任何职务，也不
在公司主要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与公司、公司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不存在可能妨碍我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因此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1、出席公司会议及表决情况
2017年度，公司共计召开2次股东大会和5次董事会会议。我认为公司5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符合法定程序，经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认真仔细审阅、审慎
决策，均投出赞成票，未出现反对、弃权的情形。
2017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了4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委员均按照职责
参加了专门委员会会议并作出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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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我出席会议情况如下：
参加董事会情况
姓名

李敏

参加股东大会情况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参加会议

出席股东大会次数

5

5

0

否

2

2、现场考查及公司对独立董事工作的配合情况
2017年度，我通过电话、邮件、传真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关注传媒、
网络对公司的相关报道，对公司的经营动态能够做到及时了解和掌握。
公司积极配合我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为我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
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1、关联交易情况
2017年度，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2、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进行募集资金，也没有延期到报告期使用的募集资金。
4、高级管理人员提名以及薪酬情况
2017年度，公司未发生提名、任免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5、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于2017年1
月20日披露了《公司2016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没有出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6、聘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2017年继续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财务报告审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未发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及《关于续聘2017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我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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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完成了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及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公司决定继
续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公
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7、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6 年度母公
司 实 现 税 后 净 利 润 -8,365,963.45 元 , ， 加 上 上 年 度 结 转 的 未 分 配 利 润
-511,391,196.98 元后，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519,757,160.43 元。公司董事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决定 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认为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8、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股东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况。
9、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我对公司2017年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持续关注与监督，认为公司按照《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信息披露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0、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我按照相关规定，督促公司全面开展内部控制规范的建设、执行与
评价工作。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形成了适应公司经营管理和战略发展需要的内部控制体系。
该内部控制体系已在公司内部得以有效执行，为公司各项经营业务的健康运行，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提供了保障。我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采取切实
措施, 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改进公司治理,防范经营风险，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权益。
11、董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规规范运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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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决策，全体董事均能够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
公司董事会设有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按照相关议事规则充分履行职责，为董事会的科
学决策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我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2017年的工作中，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
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维护了公司和股东
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
2018年，我将继续本着诚信、勤勉、忠实的原则履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
的专业优势和独立判断作用，为公司董事会提供决策参考建议，提高公司董事会的
科学决策能力，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

李敏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冯全甫）
本人冯全甫作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依照《公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
《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勤勉、忠实、尽责的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
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2017年度履职情况报
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一）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冯全甫：大学本科，律师，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干警，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公
司职员，北京市方谷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自2016年6月27日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不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任何职务，也不
在公司主要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与公司、公司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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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存在可能妨碍我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因此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1、出席公司会议及表决情况
2017年度，公司共计召开2次股东大会和5次董事会会议。我认为公司5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符合法定程序，经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认真仔细审阅、审慎
决策，均投出赞成票，未出现反对、弃权的情形。
2017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了4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委员均按照职责
参加了专门委员会会议并作出决议。
报告期内，我出席会议情况如下：
参加董事会情况
姓名

冯全甫

参加股东大会情况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参加会议

出席股东大会次数

5

5

0

否

0

2、现场考查及公司对独立董事工作的配合情况
2017年度，我通过电话、邮件、传真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关注传媒、
网络对公司的相关报道，对公司的经营动态能够做到及时了解和掌握。
公司积极配合我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为我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
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1、关联交易情况
2017年度，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2、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进行募集资金，也没有延期到报告期使用的募集资金。
4、高级管理人员提名以及薪酬情况
2017年度，公司未发生提名、任免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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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于2017年1
月20日披露了《公司2016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没有出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6、聘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2017年继续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财务报告审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未发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及《关于续聘2017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我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较
好地完成了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及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公司决定继
续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公
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7、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6 年度母公
司 实 现 税 后 净 利 润 -8,365,963.45 元 , ， 加 上 上 年 度 结 转 的 未 分 配 利 润
-511,391,196.98 元后，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519,757,160.43 元。公司董事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决定 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认为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8、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股东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况。
9、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我对公司2017年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持续关注与监督，认为公司按照《证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信息披露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0、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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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我按照相关规定，督促公司全面开展内部控制规范的建设、执行与
评价工作。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形成了适应公司经营管理和战略发展需要的内部控制体系。
该内部控制体系已在公司内部得以有效执行，为公司各项经营业务的健康运行，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提供了保障。我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采取切实
措施, 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改进公司治理,防范经营风险，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权益。
11、董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规规范运作、科
学决策，全体董事均能够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忠实、勤勉的履行职责。
公司董事会设有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按照相关议事规则充分履行职责，为董事会的科
学决策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我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2017年的工作中，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会
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维护了公司和股东
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
2018年，我将继续本着诚信、勤勉、忠实的原则履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
的专业优势和独立判断作用，为公司董事会提供决策参考建议，提高公司董事会的
科学决策能力，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 冯全甫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贾辉）
本人贾辉作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依照《公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
《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勤勉、忠实、尽责的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
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2017年度任职期间
（2017年1月1日--2017年6月9日）（以下简称“任职期内”）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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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一）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贾辉：硕士，律师，历任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
美国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北京代表处律师，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自2016年
6月27日至2017年6月9日期间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不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任何职务，也不
在公司主要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与公司、公司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不存在可能妨碍我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因此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1、出席公司会议及表决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共计召开1次股东大会和2次董事会会议。我认为公司2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符合法定程序，经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认真仔细审阅、审慎
决策，均投出赞成票，未出现反对、弃权的情形。
任职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了2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委员均按照职责
参加了专门委员会会议并作出决议。
任职期内，我出席会议情况如下：
参加董事会情况
姓名

贾辉

参加股东大会情况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参加会议

出席股东大会次数

2

2

0

否

0

2、现场考查及公司对独立董事工作的配合情况
任职期内，我通过电话、邮件、传真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关注传媒、
网络对公司的相关报道，对公司的经营动态能够做到及时了解和掌握。
公司积极配合我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为我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
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1、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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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2、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没有进行募集资金，也没有延期到报告期使用的募集资金。
4、高级管理人员提名以及薪酬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未发生提名、任免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5、业绩预告及业绩快报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于2017年1
月20日披露了《公司2016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没有出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6、聘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2017年继续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财务报告审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未发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
议案》及《关于续聘2017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我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较
好地完成了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及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公司决定继
续聘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公
司2017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7、现金分红及其他投资者回报情况
根据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16 年度母公
司 实 现 税 后 净 利 润 -8,365,963.45 元 , ， 加 上 上 年 度 结 转 的 未 分 配 利 润
-511,391,196.98 元后，本期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519,757,160.43 元。公司董事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决定 2016 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我认为该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8、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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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况。
9、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任职期内，我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持续关注与监督，认为公司按照《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信息披露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10、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任职期内，我按照相关规定，督促公司全面开展内部控制规范的建设、执行与
评价工作。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形成了适应公司经营管理和战略发展需要的内部控制体系。
该内部控制体系已在公司内部得以有效执行，为公司各项经营业务的健康运行，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提供了保障。我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采取切实
措施, 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改进公司治理,防范经营风险，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权益。
11、董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规规
范运作、科学决策，全体董事均能够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忠实、勤勉的
履行职责。公司董事会设有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按照相关议事规则充分履行职责，为
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我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2017年的任职期内，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
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维护了公司和股
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

独立董事： 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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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度述职报告（刘学民）
本人刘学民作为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依照《公司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章程》、
《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勤勉、忠实、尽责的履行了独立董事职责，
维护了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将本人2017年度任职期间
（2017年6月10日—2017年12月31日）（以下简称“任职期内”）履职情况报告如下：
一、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一）个人工作履历、专业背景以及兼职情况
刘学民：大学本科，硕士在读，高级经济师、社会工作师、资深管理顾问、MBA
导师，曾任太阳神集团项目经理，现任华盈恒信咨询集团合伙人、首席咨询师，中
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理事，民政部示范单位山泉社工服务社监事，山东师范大学MBA
导师。自2017年6月10日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二）是否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说明。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不在公司担任除独立董事以外的其他任何职务，也不
在公司主要股东单位担任任何职务。与公司、公司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单位或
个人不存在可能妨碍我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
因此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情况。
二、独立董事年度履职概况
1、出席公司会议及表决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共计召开1次股东大会和3次董事会会议。我认为公司3次董事会
会议的召开和决议符合法定程序，经对提交董事会的全部议案认真仔细审阅、审慎
决策，均投出赞成票，未出现反对、弃权的情形。
任职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了2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委员均按照职责
参加了专门委员会会议并作出决议。
任职期内，我出席会议情况如下：
参加董事会情况
姓名

刘学民

参加股东大会情况

本年应参加
董事会次数

亲自出席次数

缺席
次数

是否连续两次未
亲自参加会议

3

3

0

否

2、现场考查及公司对独立董事工作的配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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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期内，我通过电话、邮件、传真等方式和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相关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关注传媒、
网络对公司的相关报道，对公司的经营动态能够做到及时了解和掌握。
公司积极配合我的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协助，为我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
提供了必要的工作条件。
三、独立董事年度履职重点关注事项的情况
1、关联交易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2、对外担保及资金占用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没有发生对外担保的情况，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
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没有进行募集资金，也没有延期到报告期使用的募集资金。
4、高级管理人员提名以及薪酬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未发生提名、任免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5、聘任或者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公司2017年继续聘任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财务报告审计
及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未发生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6、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股东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违反承
诺的情况。
7、信息披露的执行情况
任职期内，我对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进行了持续关注与监督，认为公司按照《证
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信息披露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则，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8、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任职期内，我按照相关规定，督促公司全面开展内部控制规范的建设、执行与
评价工作。公司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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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形成了适应公司经营管理和战略发展需要的内部控制体系。
该内部控制体系已在公司内部得以有效执行，为公司各项经营业务的健康运行，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提供了保障。我督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积极采取切实
措施, 履行社会责任，持续改进公司治理,防范经营风险，保持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的发展,切实维护好全体股东权益。
9、董事会以及下属专门委员会的运作情况
任职期内，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法规规
范运作、科学决策，全体董事均能够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忠实、勤勉的
履行职责。公司董事会设有战略与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按照相关议事规则充分履行职责，为
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
四、总体评价和建议
我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2017年的任职期内，切实履行职责，积极出席相关
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各项议案，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维护了公司和股
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
2018年，我将继续本着诚信、勤勉、忠实的原则履行职责，充分发挥独立董事
的专业优势和独立判断作用，为公司董事会提供决策参考建议，提高公司董事会的
科学决策能力，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独立董事：刘学民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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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七：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18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较好地完成了 2017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公司决定继续聘
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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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八：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18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真负责、恪尽职守、勤
勉尽责，较好地完成了 2017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公司决定继续聘
请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
请各位股东、股东代表审议。

山东金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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