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

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实施2019年度利润分配，以2019年

12月31日股本总数24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50元（含

税）, 以此计算合计分配现金12,000,000.00元 （含税）， 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30.37%。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

相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此分配方案尚需公司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振静股份 60347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密 袁泉

办公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5幢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5幢

电话 028-62050265 028-62050265

电子信箱 zhoumi@zhenjinggufen.com yuanquan@zhenjinggufen.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营业务为中高档天然皮革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拥有汽车革、鞋面革、家私革三

大产品线，产品链条完整，柔性化的生产方式能够满足客户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公司主要产品为牛皮革，具备厚薄均匀、粒面丰满、皮面光滑、坚韧结实、机械强度高，

耐热耐寒、透气排湿、色泽醇正、美观大气、高档华丽的特性，广泛运用于汽车座椅及内饰、

中高档家私、鞋面、包带、房屋装饰等方面。

公司将汽车革领域作为未来重要的业务发展方向， 紧跟国内乘用车市场发展趋势，不

断提升汽车革的技术工艺、产品设计，与广汽集团、比亚迪、广汽三菱等汽车企业形成了稳

定的合作关系，是其部分车型的汽车革主要定点供应商。 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术，

着力拓展鞋面革领域，不断开发新产品、新客户，已逐步建立稳定的客户关系，鞋面革产销

量增长较快，产品已得到New� Balance、新百丽、PUMA等著名鞋履厂商认可。家私革方面，

公司继续发挥在中高档家私革领域的品牌和质量优势，与亚振家居、慕思家居、顾家家居等

知名家私生产企业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通过境外子公司直接向当地屠宰场、牧场采购原皮，经盐渍初加工后，运销至

境内生产加工。 公司的生产和销售主要根据客户的订单，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组织生产，产

品制成后直接销售给下游厂商。 具体流程如下：

（三）行业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行业目录及行业分类原则，公司

所处的制革行业属于“C制造业”门类中的“C19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大类，

为可再生资源产业，是畜牧业的延伸，是循环经济重要的一环。

近年来，我国制革行业平稳发展，进入了产业提升期。根据《中国皮革行业“十二五”发

展规划指导意见》、《皮革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关于制革行业结构调整的指

导意见》等行业发展方针，以及国家环保政策的要求，制革行业整合升级趋势明显，随着诸

多不合规企业的关闭和落后产能的淘汰，规模化、规范化的制革企业迎来了新机遇。

目前制革行业正在由生产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较小、数量较多的状况，向区域化产业

集群、大企业主导、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上下游产业紧密链接的格局发展，已初步形成上

中下游产品相互配套、专业化强、分工明确、特色突出、对拉动当地经济起着重要作用的产

业集群地区。

公司所处地四川省，历来具有皮革原料、加工技术、产业基础和产品市场等优势，制革

技术水平较高，经过多年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以制革、制鞋为主体，皮革化工、皮革机械、皮

革科研配套完整的工业体系，呈现出制革生产与皮革制品生产和皮革配套产业协调、快速

发展的良好产业格局。 四川省人民政府亦将皮革产业纳入重点承接发展的优秀特色产业，

提出“丰富皮革产品种类，提高精深加工能力，培育发展乐山皮革产业集群”的发展意见。

公司紧跟行业发展方向，始终坚持把产品质量和环保放在首位，开拓创新、锐意进取，

在国内率先建立了能同时生产汽车革、鞋面革和家私革的生产线，基本涵盖了目前市场上

主要的真皮皮革品种，产品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强。

公司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推动行业的发展，积极参与行业自律管理，是中国皮革协

会副会长单位、中国皮革协会制革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单位、四川省皮革行业协会副理事长

单位、四川省皮革行业协会制革分会会长单位。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1,423,907,704.74 1,401,841,310.67 1.57 1,365,501,919.09

营业收入 555,559,032.55 618,892,056.81 -10.23 655,487,65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9,511,756.45 58,975,556.66 -33.00 62,387,24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8,625,777.53 55,090,946.89 -29.89 62,487,83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52,252,292.84 831,347,200.43 2.51 798,721,784.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936,780.29 3,467,037.53 1,484.55 80,887,471.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5 -36.00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 0.25 -36.00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68 7.24 减少2.56个百分点 13.48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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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127,574,298.10 156,009,764.59 133,180,395.44 138,794,574.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77,977.22 11,939,248.22 12,313,095.97 2,881,43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698,288.72 11,939,415.05 12,313,095.97 2,674,977.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121,501.49 -3,714,244.76 -7,735,919.98 44,265,443.5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5,50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54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四川和邦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0 105,290,000 43.87 105,290,000 质押

70,000,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贺正刚 0 21,210,000 8.84 21,21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杭州川万吉投资

管理合 伙企业

（有限合伙）

0 10,000,000 4.17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成都鸿灏科技合

伙企业（普通合

伙）

-3,227,

500

3,272,500 1.3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袁伯银 3,000,000 3,000,000 1.2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海红 2,659,530 2,659,530 1.11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宇 2,508,889 2,508,889 1.05 0 无 境内自然人

马忠俊

-3,517,

500

1,482,500 0.62 0 无 境内自然人

胡敏 1,250,000 1,250,000 0.52 0 无 境内自然人

魏洁 0 1,000,000 0.42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贺正刚持有和邦集团99%的股份， 与和邦集团存在关联关系。 和邦集团持有振静股份

43.87%的股份，贺正刚持有振静股份8.84%的股份，和邦集团和贺正刚为一致行动人。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产量下降5.44%；销量下降6.96%；营业收入555,559,032.55元，同比下

降10.23%； 营业成本464,883,057.06元， 同比下降7.77%；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

511,756.45元，同比下降33.00%。

报告期内，公司汽车革产品营业收入114,902,320.17元，同比下降29.86%；鞋面革产品

营业收入253,363,709.80元，同比下降5.97%；家私革营业收入176,698,725.63元，同比下

降2.24%。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中的“41、重要会

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1、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4家，列示如下：

子公司名称 以下简称 主要业务 子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四川振静皮革服饰有限公司 振静服饰 皮革加工 控股子公司 51.00% 51.00%

ZHJ�INDUSTRIES�PTY.LTD ZHJ工业 投资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H.J.HIDES&SKINS� AUSTRALIA�

PTY�.LTD

H.J.墨尔本 牛皮加工

ZHJ工业的全资

子公司

100.00% 100.00%

H.J.HIDES&SKINS� AUSTRALIA

（QLD） PTY�.LTD

H.J.昆士兰 牛皮加工

ZHJ工业的控股

子公司

55.00% 55.00%

2、本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无

3、本期退出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无

证券代码：

603477

证券简称：振静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3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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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2

月17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2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贺正刚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进行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 )发布的公司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相关部分。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24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

2019年12月31日至实施分配时股权登记日期间股本发生变动的，若未约定，将按照分

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预案已经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9）。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华信所” ）负责本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和内控审计事务。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与华信所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协商确定2020年度的审计费用。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已经由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5）。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筹融资计划的议案》

公司2020年（截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拟根据正常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和对

外投资的资金需要，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融资不超过6亿元（包括但不限于新增流动资金贷

款、项目贷款和存量贷款的续贷及银行承兑汇票的贴现、票据申请、开票等），授权经公司董

事长确认后，由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融资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与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购煤事项。

关联董事贺正刚、曾小平、宋克利、何晓兰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0年公司资金状况和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预计2020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四川振静皮革服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总额不

超过2000万元。

同时提请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对外担保做出以下授权：1、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 2、为简化审批流程，授权

公司董事长在董事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审批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授权有效期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已经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八）、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评价报告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九）、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于2020年3月19日15点00分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及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十一)、听取《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报告》

以上一至五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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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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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2

月17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2月27日以现场会议的

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谢勤女士召集并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24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

2019年12月31日至实施分配时股权登记日期间股本发生变动的，若未约定，将按照分

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上述预案已经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华信所” ）负责本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和内控审计事务。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

会与华信所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协商确定2020年度的审计费用。 华信所作为公司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已为公司连续服务2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证券法》第82条，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我们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

行了认真审核，并以监事会决议的形式提出的对本次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2019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2019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

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了公司2019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我们保证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六）、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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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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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

意继续聘任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信所” ）负责公

司2020年度的财务审计事务和内部控制审计事务。 同时，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与华信所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协商确定2020年度的审计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已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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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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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

各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的，关联交易自愿平等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年2月27日，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事项。 公司关联董事贺正刚、曾小平、宋克利、何晓兰回避表决。

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已对此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决策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规定；关联交易合理、合法，价格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上年预计金额

（元）

上年实际发生金额（元）

向关联人购买燃料

和动力

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限责任

公司

20,000,000.00 7,321,195.03

合计 20,000,000.00 7,321,195.03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元）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

日与关联人累计

已发生的交易金

额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

（元）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

购买燃料

和动力

四川和邦集

团乐山吉祥

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00,000.00 100 0.00 7,321,195.03 67.65

公司外购部分

天然气和蒸汽

使用

合计 5,000,000.00 0.00 8,172,410.71 /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四川和邦集团乐山吉祥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祥煤业” ）的住所为乐山市五

通桥区金粟镇吉祥街，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旭东，注册资本为3,000

万元，四川和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邦集团” ）持有其67%的股权，为其控股股

东。 吉祥煤业主要从事煤炭开采、销售，2019年末总资产25,418.33万元、净资产9,453.62万

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1,638.83万元、净利润1,208.76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吉祥煤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和邦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和邦集团持有其67%的股权， 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吉祥煤业的前期购买煤炭的关联交易已按合同执行完毕。 吉祥煤业主要财务指

标和经营情况良好，供货及时，履约能力充分,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向吉祥煤业购买煤炭，作为公司生产的燃料，公司与吉祥煤业的采购采用市场化

定价原则。 公司每年年初与吉祥煤业签订煤炭采购合同，合同约定公司根据生产需要，向吉

祥煤业提前通知供煤计划，不管市场紧俏程度如何，吉祥煤业对于公司提出的供煤计划，应

优于其他第三方安排保障供应；吉祥煤业每月底前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交公司入帐，公司收

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次月支付煤款；公司与吉祥煤业的定价方法如下：（1）按吉祥煤业向

非关联第三方售价的加权平均价格结算；（2）若当月公司未向第三方购煤，且吉祥煤业未

向第三方售煤，则交易双方按当月本地域同质煤炭的市场价格结算。

公司向吉祥煤业购买煤炭概因公司生产需要利用煤炭作为燃料来源。 吉祥煤业矿区与

公司同位于乐山市，运距短，运输成本较低，出于便利性和经济性的考虑，公司所需煤炭大

多向吉祥煤业采购。 公司采购按市场化定价、结算，未损害发行人及股东的利益，并有力地

保障了公司的能源供应。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三届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三）《煤炭采购合同》。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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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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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四川振静皮革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静服饰” ）。

●公司拟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2,000万元，已为振静服饰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00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现有开发项目的进展情况、2020年公司资金状况和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预

计2020年度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振静服饰提供担保 （包括银行贷款担保和其他对外融资担

保）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

（二）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在公

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振静皮革服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岷江街428号

法定代表人：田伟

经营范围：皮革服饰、鞋材生产、销售、技术咨询及售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振静服饰51%的股权，四川洪丰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其49%的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振静服饰资产总额4978.82万元，净资产2986.70万元；负债总额

1992.1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992.12万元；营业收入3237.61万

元，净利润-106.98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相关情况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具体担保协议。 该额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董事

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审批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2020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本次授权担保额度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0.00元，占本公司2019年

12月31日净资产的0.00%；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00元，占本公司2019年12

月31日净资产的0.00%。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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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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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

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13,439,549.27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19年年度拟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拟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240,0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分配现金12,000,000.0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

分红比例为30.37%。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

应调整每股分红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次利润分配方

案，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考虑到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 表决程序公开透明，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此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 司经营现

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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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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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3月1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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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3月19日15点00分

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5幢3楼会议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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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9日

至2020年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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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

2 《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

3 《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

5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筹融资计划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各项议案已于2020年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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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477 振静股份 2020/3/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所需资料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

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持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

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0年3月16日上午 9:30-11:30；下午 2:30-4:30。

（三）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5幢1楼会议室。

六、 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8号C5幢；

邮政编码：610091；

联系电话：028-62050265；

传真：028-62050253；

联系人：周密、袁泉。

（二）本次现场会议预计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3月19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2 《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3 《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5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筹融资计划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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