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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2年 4月 25日上午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龙岗区吉华街道吉华路 288号金龙羽

工业园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4 月 15日以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人数 3

人，实际参加会议 3 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3 人列席会议，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纪桂歆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法》等相

关法规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及决算报

告》；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审核了公司《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金龙

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认为在各方面真实反应了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足以向财务报告及决算报告使用者提

供决策所需的信息。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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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公司《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监事会

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果，2021 年度

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1,606,562.26 元，母公司报表

净利润为 139,497,546.02 元。公司合并报表 2021 年度净利润加上调整后的年

初未分配利润 794,109,503.09元，减去 2021 年已实施的 2020年度利润分配股

利 129,870,000 元及本期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13,949,754.60 元，2021 年合并报

表可供分配利润为 701,896,310.75 元；母公司 2021 年度净利润加上调整后的

年初未分配利润 297,655,748.16元，减去 2021年已实施的 2020年度利润分配

股利 129,870,000 元及本期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13,949,754.60 元，2021 年母公

司可供分配分配利润为 293,333,539.58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相关方案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对公司《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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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和企业管理中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各种内外部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报告

期内公司未发生内部控制方面的重大不利事项。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的实际情况。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金龙羽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同

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强盈利能力，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与国

内商业银行、商业保理公司等具备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保理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符合公司目前的经

营实际情况，有利于加快公司的资金周转，提高资金利用率，增强公司盈利能

力，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自董事会决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内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的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公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

财的议案》；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在保证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短期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不会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

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30,000万元（公司及子

公司合计）短期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投资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单

日最高不超过 30,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合计），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在额度范围



内可以滚动使用。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短期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详见同日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及子公司主要原材料为大宗商品铜材，近年来大宗商品波动加剧，为对

冲原材料波动风险，决定公司及子公司继续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动用保证金金额

最高不超过 3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合计），期限为一年。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及子公司主要原材料为大宗商品，受政治、经济等复

杂因素影响较大，开展套期保值，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

风险，稳定公司经营业绩。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 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审核董事会提供的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及相关资料，监事会

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及转回资产减值准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关于 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 2022年第一季度减值准备转回的公

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了《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同

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审核《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监事会认为董

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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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票；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实施问答》和《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的通知》（财会[2021]35

号）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更有利于会计报表使用

者理解公司财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及子公司惠州电缆因经营需要，拟向银行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5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授信产品、授信额度、授信期限等以银行机

构的实际批复为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有水先生及/或子公司惠州电

缆为相应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监事会认为融资行为出于公司及子公司惠州电缆的经营需求，符合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及子公司预计 2022 年度向关联方广东永翔腾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永翔腾”）采购原材料，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500万元。 



监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该项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交易定价体现了公平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