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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118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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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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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1年4月21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
开，公司已于2011年4月11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共9名，其中独立董事
3名）发出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9名。本次董事会
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召开及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年年度报告（
审议通过了《2010年年度报告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
所网站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了《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了《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2010 年度海南橡胶（母公司报表）
共实现净利润 544,069,277.45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83,295,703.20 元，减去
2010 年度分配的股利 157,258,580.00 元，再提取 10%法定盈余公积 54,406,927.74
-1-

元后，本年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715,699,472.91 元。
根据公司资金状况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分红的有关规定，现提请以
公司 2010 年末总股本 3,931,171,6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现金股利 0.8 元（含税），总计分配利润金额 314,493,728.00 元，剩余未分配利
润 401,205,744.91 元结转下年度分配，本次不再送股或转增股份。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了《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
所网站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杨军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审议通过了《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审议通过了《201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
年第一季度报告（
审议通过了《2011年第一季度报告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
）》（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
交易所网站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通过了《201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审议通过了《
年薪酬奖励及2011年薪酬的议案
年薪酬的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10年薪酬奖励及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年薪酬奖励及
年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总裁刘大卫
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杨军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一、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十一、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
交易所网站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4票，反对0票，弃权0票，5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杨军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
年度公司
十二、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1年度
关于续聘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2011年度财务报告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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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机构，聘期一年，审计费为人民币80万元。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杨军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
十三、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全资
关于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
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
交易所网站
为实现公司从资源拥有型向资源控制型转变，打造天然橡胶全产业链的战略
优势，并结合公司2011年经营计划以及各业务板块的定位，拟对上海龙橡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龙橡”）、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橡公司”）、海南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经纬公司”）
三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具体增资方案如下：
公司名称

现有注册资本
（万元）

控股比例

本次增资金额
（万元）

资金来源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上海龙橡

5,000

100%

15,000

自有资金

20,000

金橡公司

500

100%

9,500

自有资金

10,000

经纬公司

7,835

100%

8,165

自有资金

16,000

合计

13,335

——

32,665

——

46,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杨军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四、
十四、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下属子公司海垦农资公司股权的议案》
关于收购下属子公司海垦农资公司股权的议案》（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海南海垦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海垦农资公司”）由控股子公司海南
农垦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下简称“现代物流”）和海南鸿德现代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下简称“海南鸿德”）共同发起成立，现代物流持有其 51%股权，海南
鸿德持有 49%股权。为掌控农药批发专营权，提升“海南橡胶”市场影响力，快
速壮大“海垦农资”品牌，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收购海垦农资公司 55%股权（其
中收购现代物流所持 41%股权，收购海南鸿德所持 14%股权），使其成为公司的
直接控股子公司。海垦农资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中文名称：海南海垦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法定代表人：林兴
成立时间：二〇一〇年六月七日
注册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 13 号绿海大厦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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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化肥、有机肥、复合肥、农产品、建材、日用百货、家用电器、
五金交电、农业机械的销售，农业项目开发。
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聘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海垦农资
公司进行整体评估，评估报告报送海南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备案，收购价格按
备案后的评估报告确定的净资产作价。在海垦农资公司获得海南省人民政府授予
的农药批发专营权后实施。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杨军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五、
十五、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
交易所网站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为所属 8 家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
的融资担保。由于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橡有限公司和上
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了 70%，公司将上述两家公司担保事宜
提交到近期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目前（含本次担保），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人民币 150,000 万元
（全部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或控股子公司间互保），不存在其他对外担
保，无逾期担保。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杨军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十六、
十六、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基地分公司重组的议案》
关于基地分公司重组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七、
十七、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主营业务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主营业务流动资金的
主营业务流动资金的
议案》
）
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杨军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八、
十八、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海南橡胶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规定
关于制定 海南橡胶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规定>的议案
海南橡胶董事会会议提案管理规定 的议案》
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九、
十九、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海南橡胶对外信息报送管理制度
关于制定 海南橡胶对外信息报送管理制度>的议案
海南橡胶对外信息报送管理制度 的议案》
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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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十、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二十、审议通过了《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0年
关于召开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票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拟于2011年5月30日召开2010年度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11年5月30日（周一）上午9：00开始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4、会议地点：康年皇冠花园酒店会议室
5、股权登记日：2011年5月23日（周一）
（二）会议审议事项
1、201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201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1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1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201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8、关于续聘2011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主营业务流动资金的议案。
预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11年5月23日下午3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可的其他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等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1、请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2011年5月26日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法
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者身份证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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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异
地股东可以按上述要求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时间：上午9：30-11：30，下午14：30-16：30
2、登记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898-31669317
传真：0898-31661486
联系人：胡小芹、申庆飞、童霓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垦路13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570226
（五）其他事项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4月25日

附件一：
附件一：
兹全权委托

授权委托书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
序号

会议内容

1

201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

201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1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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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意见
反对

弃权

4

201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201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

201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8

关于续聘2011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主营业务流动资金的
议案
总议案
注释：请在相应栏内以“√”表示投票意向 （如有未作具体指示的议案，股东代理人

可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附件二：

股 东 登 记 回 执

截至2011年5月23日下午3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我公司（个人）
持有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我公司（个

人）拟参加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账户：

持股股数：

出席人姓名：

股东签字（盖章）：

是否要求发言： 是 □ 否□ 发言或提问要点：
会议通知返回方式： 现场□传真 □ 回函 □
传真号码：____________

回函地址：________回函邮编：__________

联系方式： 手机：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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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指导意见》、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海南天
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全
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现就以下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1、我们对《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审议，
认为公司与各关联方进行的各项关联交易，保障了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
展，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的基本原则，是合理和必要的，同时也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和国家有关规定，体现
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该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我们认为该议案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
意该议案。
2、我们对《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的内容进行
了审议，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我国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能
够适应公司当前的经营实际工作需要；公司相关部门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
行了评估，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和效果，因此我们对《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3、我们对《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审
议，经核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中国证监会要求的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在为公司审计期间，能够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
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 2010 年度报告各项审计工作，为公司出具的《2010 年度
审计报告》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故同意公
司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4、我们对《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10 年薪酬考核及 2011 年薪酬的议案》的
内容进行了审议，认为 2010 年考核能够真实反映高管对公司的贡献度，2011 年
薪酬方案具可操作性，能有效地对高管人员起到激励作用，能有助于高效完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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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11 年度目标。该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我们认为该议案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该议案。
5、我们对《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审议，认为
公司能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谨慎控制对外担保
风险，保障公司的资产安全。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合理、
公允，经出席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审议通过。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旨在帮助其补充流动资金，保证其正常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并未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该议案。
6、我们对《关于为下属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审议，认为
公司对上海龙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金橡有限公司、海南
经纬乳胶丝有限责任公司三家全资子公司进行增资，有助于改善以上三家子公司
财务状况，增强其资金实力，实现公司控制天然橡胶资源的目标，符合公司战略
发展需要。我们认为该议案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该议案。
7、我们对《关于收购下属子公司海垦农资公司股权的议案》的内容进行了
审议，认为公司收购海南海垦农资有限责任公司 55%股权，直接控股该公司，有
助于公司掌控农药批发专营权，提升“海南橡胶”市场影响力，快速壮大“海垦
农资”品牌。本次交易是在交易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
交易行为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认
为该议案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同意该议案。
8、我们对《关于部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补充主营业务流动资金的议案》的
内容进行了审议，认为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主营业务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发展需
要，满足业务发展对扩大资金的需求，有利于改善资本结构，在不影响募投项目
的进展的前提下，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我们认为该议
案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该议案。
独立董事：迟京涛、郝如玉、杨军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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