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1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职责，贯彻执行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积极推动
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和规范公司治理。现将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2021 年度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1 年度，公司召开 5 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会议召开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议题

公司董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总经理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2021 年 5 月 19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内部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关于 2020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全文及附注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2021 年 8 月 3 日
2021 年 9 月 26 日

2021 年 11 月 15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次会议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全文及附注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 公司 2021 年上半年财务报告全文及附注（经审计）
次会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

2021 年上半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关于重新制定《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全文及附注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所属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
目的议案
2021 年 12 月 8 日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 关于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
次会议

议案
关于所属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
议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工作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和《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规定及制度勤勉尽责，对提交董事
会审议的各项议案，均能深入讨论，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也在公司的
制度完善和日常经营决策等方面提出了专业性建议，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情况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四
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依据《公司法》
《证券法》以及公司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议事规则，履行各专门委员会的职责和义务，对公司治理和运营提出意见
及建议，供董事会决策参考。根据《公司章程》，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
成。报告期内，专门委员会的会议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
称

成员情况

召开会
议次数

召开日期

会议内容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
算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2、
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3、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内部担

审计委员

许萍、吴明

会

禧、朱炎生

2021 年 05 月

保额度的议案》
；4、审议通过《2020 年度

08 日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5、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6、

4

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7、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财务报
告全文及附注》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21 年 07 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23 日

案》
；2、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上半年财

务报告全文及附注》

2021 年 09 月
16 日

薪酬与考

朱炎生、吴

核委员会

明禧、雷云

1

1、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上半年财务报
告全文及附注（经审计）
》
；2、审议通过
《2021 年上半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21 年 11 月

审议通过《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05 日

全文及附注》

2021 年 11 月

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制定<福建省招标股份

05 日

有限公司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报告期内未召开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
（四）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21 年度，公司董事会共召集召开 1 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召开时间

会议届次

会议议题

公司董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公司监事会 2020 年度工作报告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021 年 6 月 25 日 2020 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和 2021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内部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公司 2020 年财务报告全文及附注
关于续聘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02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
项决议，确保各项议案得到充分执行，以保障各位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公司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一）经营情况
2021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660.8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76%；营
业成本 39,859.0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4.89%，主要是由于业务量增长所致。
公司 2021 年度净利润为 8,479.33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6.99%。
（二）公司上市情况
2021 年 2 月，公司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轮问询的回复；2021 年 6 月，

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二轮问询的回复并更新年报数据；2021 年 7 月，提交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2021 年 7 月 29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召开创业板上市委 2021 年第 44 次审议会议，招标股份顺利过会；2021 年 8 月，
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审议意见落实函的回复；2021 年 9 月至 11 月，提交
深圳证券交易所更新半年报数据的回复，完成中国证监会注册环节问题回复并
提交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数据。2021 年 12 月 1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同意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
（证监
许可〔2021〕3799 号）同意注册。2021 年 12 月，公司完成发行阶段的发行方
案、引进战投、网上网下路演等工作，为挂牌上市做准备。
三、董事会关于公司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拥有国内工程咨询服务各领域的高等级资质业务，范围涵盖了工程监
理、试验检测、招标服务、测绘与地理信息服务、勘察设计等工程咨询服务全
领域，可提供项目管理全过程服务。近年来，随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增
长和公司业务范围的扩大，公司经营规模不断增长，在行业内取得了较高的影
响力。未来，公司将不断提升工程咨询服务能力，继续深入探索和践行全过程
工程咨询服务模式，强化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全过程一站式工程咨询服务能力。
同时，公司将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客户和市场，优化全国布局，不断扩大公
司在我国工程咨询服务领域的影响力和市场份额。此外，公司将采取内生增长
与外延式发展并行的发展道路，增强并购运作能力，在发展全过程工程咨询服
务基础上向综合性工程咨询服务业务方向发展，以提高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公司整体实力。
（二）经营计划
2021 年度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公司各项工作都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但还存在整体规模较小、创新投入不够、创新意识不足、企业竞争成本过高等
问题。2022 年，公司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次全会精神，发展壮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促进全产业链整合提升，强化创新发展，切实增强企业竞争力、
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1、聚焦主业，稳步完成“十四五”规划。公司聚焦主业，深化改革，全力
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目标任务。借助上市契机，有效利用募投资金进一步加
快技术、应用和模式创新，提高全过程咨询业务市场占有率，逐步推动招标股
份发展成行业“独角兽”。
2、多措并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要匹配公司发展战略，做好后备人才梯
队培养，为后续组织发展补充强有力的人才；要精准引进专业化高层次人才，
提高市场化、专业化人才比例；要动态优化绩效管理体系，持续强化业绩导向。
3、加强党的领导，为公司构建新发展格局护好航。一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运用好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围绕“三融合”
“四作用”，构建公司“1+N”大品牌
格局，以品牌效应激发企业发展新动能。二是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充分发
挥监督治理效能，持续推进“三不”一体综合功效，坚持纠“四风”树新风，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福建省招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