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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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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喜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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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1,229,355,783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5,943,435股，即1,223,

412,3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10元（含税），合计发放现金红利256,916,593.08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鉴于公司正在实施股份回购事项，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公司股本发生

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

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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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股份 60080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硕 赵红

办公地址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118号B座 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118号B座

电话 0316-2595599 0316-2597675

电子信箱 vwangshuo@enn.cn zhaohonga@enn.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业务涵盖液化天然气生产/销售与投资，能源技术工程服务，甲醇等能源化工产品生产、销

售与贸易，煤炭的开采、洗选与贸易，以及生物制农兽药原料药及制剂的生产与销售。

1、液化天然气生产/销售与投资

（1）天然气生产与销售

A.公司全资子公司沁水新奥以煤层气为原料，通过分离、净化、液化等工艺流程生产LNG。 目前运营

两套煤层气制LNG装置，生产工艺成熟稳定，合计平均日产LNG� 45万方,年LNG产能约为10万吨。 依托

公司重点发展LNG为主的清洁能源战略规划和关联方国内城市燃气供应的影响力，沁水新奥亦积累了卓

越的生产运营能力并建立较为完善的的LNG经销网络，较周边其他同业企业有较大优势。 公司持续完善

LNG下游销售渠道，与优质客户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

沁水新奥LNG工厂经营模式：

采购模式：

生产LNG所需的原料气为煤层气，沁水新奥地处煤炭资源以及煤层气资源丰富的山西，拥有充足的

原料气来源。 沁水新奥与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期限为15年的长期采购合同，煤层气通过管输

形式直接输送至沁水新奥工厂。

生产辅材类物资以及临时性、零星的计划外物资采购在满足生产需求的情况下，实施就近采购原则。

生产模式：

将原料气经缓冲罐稳压、分离、过滤、增压、净化等一系列生产工艺加工后制成LNG。

销售模式：

根据LNG的产量来制定对应的销售计划，主要客户为LNG贸易商，贸易商通过自提方式取货，未来将

逐步拓展终端客户销售。

B.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能能源20万吨/年稳定轻烃项目LNG装置打通催化气化、加氢气化两

项核心煤气化技术工艺流程，并于2018年12月投料试车并产出合格产品。 LNG装置达产并满产后，公司

合计LNG年产能将达到24万吨/年。

（2）对天然气生产企业进行长期股权投资

A.�公司持有中海油北海45%股权，中海油北海LNG工厂位于广西北海涠洲岛，以中海油开采的海上

石油伴生气为原料生产LNG，产品主要销往珠三角地区。

B.�公司持有澳大利亚第二大油气上市公司Santos10.07%股权，为Santos第一大股东。 2018年公司

在与Santos相关事项上实现了卓有成效的沟通和合作：公司为Santos的战略规划、经营发展提出意见和

建议，经过各方共同努力Santos� 2018年经营业绩大幅提升。

2、能源工程

能源工程业务范围较广，主要聚焦于市政工程、石油化工、煤化工及节能环保等领域，为客户提供专

业技术研发、工程设计、装备制造与集成、工程建设与项目管理等一体化服务。 国家能源行业政策及环保

政策的不断出台促进了我国能源工程业务的发展， 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燃气管网、LNG应急调峰设施建

设使能源工程行业拥有广泛的市场发展空间。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地工程主要从事天然气、节能环保及新型化工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工程设计、设备

制造与集成、项目管理与工程建设等的一体化服务业务，属于能源清洁利用及节能环保领域的高新技术

企业。 新地工程拥有专业的科研机构、设计院和装备集成实力，在天然气净化、液化，煤基催化/气化、甲烷

化，系统能效管理等方面拥有多项自主产权工艺技术和装备集成技术，并具备专业的核心技术产业化实

力，为助力其业务快速、可持续发展。 新地工程多年来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业绩，凭借行业内领先

的技术，持续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整体解决方案和服务。

营销模式：

充分利用各地项目部、设计部等业务前端地缘优势，布局全国性营销网络，以“技术+核心装备” 为驱

动，带动EPC项目拓展，快速响应市场及满足客户需求。

商业模式：

以 “技术+装备”为牵引，DEPMC一体化服务为支撑，通过“工程工厂化” 模式，实现项目价值最大

化，为客户提供集咨询、规划、技术、装备、EPC及运营等于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服务。

采购模式：

拥有专业采购团队，搭建物资采购价格及供应商统一管理平台，联盟关键设备供应商、分包商、物流

公司等，建立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机制，通过技术资源支持和集中采购，实现有效控制采购成本，提供优

质、及时的物资供应。

3、能源化工

（1）能源化工产品生产与销售

公司能源化工产品为煤制甲醇和甲醇制二甲醚。由于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炭所占比例较大，国内甲

醇的生产主要以煤炭为原料。内蒙古、山东、河南、山西、以及陕西等煤炭资源丰富地区甲醇产量合计约占

全国甲醇总产能的60%。 甲醇的价格呈现极强的区域特点，华东区域价格相对较高、华北区域价格相对较

低。

公司甲醇生产业务以煤为原料，由控股子公司新能能源开展，其位于煤炭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自治区。

新能能源一期甲醇装置产能为60万吨，处于持续稳定运营状态；二期20万吨稳定轻烃项目主装置甲醇装

置产能为60万吨，已于2018年6月底投产，实现日产满负荷生产并通过综合性能系统考核。 两项甲醇装置

2018年合计产量达到103.35万吨。

新能能源采用国内外先进成熟的工艺技术， 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为煤炭和水煤浆添加

剂。新能能源目前客户集中于大中型化工贸易企业，并已逐步开拓烯烃、甲醇汽油等新兴下游客户和终端

客户。

采购模式：

甲醇原材料包括动力煤和原料煤，新能能源主要在内蒙古当地采购。

生产模式：

新能能源在年初确定的生产计划、检修次数和周期等总体安排下，在确保装置安全稳定运营的情况

下保证满负荷生产，报告期内新能能源甲醇生产部分装置完成了先进控制自动系统上线，系统运行稳定

性、产品质量均得到优化提高。

销售模式：

甲醇的主要客户群体主要定位于烯烃、甲醛、二甲醚等终端生产企业及部分贸易客户，采用月度长约

定价销售模式和一单一议锁定合同单价销售模式。

（2）能源化工产品贸易

公司能源化工产品贸易业务主要由全资子公司新能（天津）开展，其依托公司能源化工、煤炭产业基

础，整合外部资源，与西北、华北、华中、华东等主要能源消费地客户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合作关系，并在华

东、华南区域开展甲醇及其他化工产品进出口业务。

甲醇贸易采购与销售模式：

与上游大型化工企业保持密切合作，保持并不断拓展供应渠道，并与下游化工企业签订了长期合约，

建立了稳定的下游销售渠道，同时公司整合产业汽运、仓储、船运资源，利用区域间价差开展跨区域长途

运输业务。

4、煤炭

（1）煤炭的开采与洗选

公司的煤炭业务由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新能矿业开展。 新能矿业位于煤炭资源丰富的内蒙古自治区，

拥有王家塔煤矿业采矿权。 王家塔煤矿矿区地质构造简单稳定，煤质较好，主要煤种为不粘煤，极少数为

长焰煤。主要产品包括混煤和洗精煤，其中混煤因灰分较高通常用作动力煤，洗精煤灰分及其他杂质含量

较低，适合作为一些专门用途的优质煤炭，可以用作煤化工的原材料。新能矿业拥有万吨列发运能力的铁

路专用线和便利的公路运输条件，具备有利的交通运输条件。

采购模式：

煤炭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的主要材料包括油料、电缆、矿工钢、钢丝绳和链条等低值易耗品、备品备

件，要采用招标比价采购，定点采购和市场采购三种采购方式。

生产模式：

煤炭开采业务和洗选业务均采用专业外包模式，原煤生产主要根据井下工作条件及运输条件做出生

产计划，采用大采高方式进行生产。

销售模式：

煤炭主要采取直销模式，新能矿业根据国内和周边区域煤炭市场价格走势、环渤海动力煤价格走势，

以周边相似煤质的煤矿售价作参考，拟定隔日煤炭销售价格，且销售主要采取先款后货。

（2）煤炭贸易

公司煤炭产品贸易业务主要由新能（天津）开展。

煤炭贸易采购与销售模式：

煤炭业务主要分为三种交易模式，第一种通过汽运将煤炭从坑口运往中转站台，再通过中间物流公

司运输至终端客户；第二种通过坑口铁路直接运送至终端客户；第三种通过坑口铁路直接运往曹妃甸港

口与供应链公司合作进行销售。

5、生物制药（农药和兽药）

公司的农兽药业务主要由农药公司、动物药业以及新威远生产经营，目前原料药和制剂协同发展。威

远品牌在农兽药行业内有较强的影响力，能够结合种养殖大户的需求，以自有销售渠道和线上线下销售

结合的业务模式，整合内外部资源为其提供整套解决方案等服务。 农药产品包括以阿维菌素系列产品为

代表的杀虫剂、以草铵膦为代表的除草剂、以嘧菌酯为代表的杀菌剂等；兽药产品包括兽药驱虫剂、饲料

添加剂等。

采购模式：

农兽药主要产品的原材料包括玉米粉、黄豆粉、甲醇以及其他化学助剂等，采购模式以询价比价为

主，在合格供应商范围内进行询价、议价、比价，并辅以招标采购和单一来源采购。国际销售模式以自营出

口为主，通过外贸公司出口为辅。 国外客户包括国外厂家、代理商等。

生产模式：

农兽药采用精细化工生产，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均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各产品剂型全部按照GMP

规范进行生产管理，并通过SAP系统对销售、生产、采购、仓库、质量控制等环节进行系统控制。

销售模式：

主要采用以自有销售渠道和线上线下销售结合的销售模式， 同时还通过技术指导实施销售推广，加

强对终端消费者的技术指导与服务，并依托品牌和渠道优势，销售客户包括经销商和零售商。

（二） 公司所从事主营业务行业情况说明

详见本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中“第二部分“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之（四）“行业

经营性信息分析” ，在此不再过多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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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6年

总资产 23,514,462,650.77 21,554,628,749.90 9.09 18,375,699,146.81

营业收入 13,632,478,995.19 10,035,632,884.24 35.84 6,395,592,887.5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321,229,732.19 631,040,015.35 109.37 518,693,64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315,102,461.72 593,144,585.02 121.72 189,721,76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541,895,932.64 5,153,132,801.66 65.76 4,544,088,651.32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22,086,664.31 990,232,050.67 23.41 978,604,051.22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11 0.64 73.44 0.53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1.11 0.64 73.44 0.53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7.29 12.86 增加4.43个百分点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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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1,175,383.31 3,703,829,841.20 3,151,753,198.51 3,835,720,57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344,221,228.48 361,837,239.58 328,789,316.65 286,381,94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336,642,117.65 354,980,840.09 334,482,827.40 288,996,676.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1,103,830.77 233,422,652.35 378,392,254.00 781,375,5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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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38,02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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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76,315,368 381,576,840 31.04 0 质押 271,015,368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23,840,164 119,200,820 9.70 0 质押 95,360,656 其他

廊坊合源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19,672,131 98,360,656 8.00 0 质押 75,923,000 其他

河北威远集团有限公司 17,800,857 89,004,283 7.24 0 质押 55,23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918,033 24,590,164 2.00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陕国投·正灏62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914,699 24,573,495 2.00 0 无 0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建设银

行－国泰君安君得鑫股票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0,147,551 15,747,551 1.28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2,040,175 11,530,075 0.94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

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9,070,233 9,070,233 0.74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098,276 8,098,276 0.66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公司股东中， 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廊坊合源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河北威远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控制的企

业。 新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还通过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正灏6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2.00%的股份。 联想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署《一致行动协

议》，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

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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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新奥生态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

16新 奥

债

136124.

SH

2016/02

/25

2021/02

/24

1,700,000,

000

6.25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

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若债券

持有人在本次债券存

续期的第3�年末行使

回售选择权，回售部分

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

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交

易所

5.2�公司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适用□不适用

公司债首次利息支付已于2017年2月25日兑付完毕。 2017年2月25日至2018年2月24日期间利息，已

于2018年2月26日兑付完毕（遇节假日顺延），2018年2月25日至2019年2月24日期间利息已于2019年2

月25日完成兑付。

5.3�公司债券评级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聘请了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5]559�号），公司的主体长期

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评级报告》

（联合[2016]703�号），2016年度公司债券跟踪评级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

发行的“16新奥债”信用等级为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评级报告》

（联合[2017]503�号）,� 2017年度公司债券跟踪评级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

发行的“16新奥债”信用等级为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

（联合[2018]573�号）,� 2018年度公司债跟踪评级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发

行的“16新奥债”信用等级为AA。

上述跟踪评级报告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网站披露。

5.4�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2018年 2017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60.29 72.62 -12.33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6 0.16 62.50

利息保障倍数 3.41 2.43 40.33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6.32亿元，利润总额16.21亿元，净利润14.06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2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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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依据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关于修订

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8〕15号）规定，本

公司对2018年度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修订。

A、资产负债表

将原“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整合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将原“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行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

将原“固定资产清理” 行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将原“工程物资” 行项

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将原“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整合为“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将原“应付利息” 及“应付股利” 行项目归并至“其他

应付款” ；将原“专项应付款”行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

B、利润表

从原“管理费用” 中分拆出“研发费用” ；在“财务费用” 行项目下分别列

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C、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

需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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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子公司全称

注册资本 （人民

币万元）

期末实际 出资

额（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备注

直接 间接

新能矿业有限公司 79,000.00 249,379.68 100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32,516万美元 61,424.63 75

内蒙古鑫能矿业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00

新能（张家港）能源有限公司 2,668万美元 17,597.05 75

新能（蚌埠）能源有限公司 7,000.00 8,664.20 100 本期出售

新奥新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 168.25 60

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4,000.00 3,000.00 100

河北威远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5,000.00 5,080.00 100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25,723.00 25,723.00 100

山西沁水新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9,000.00 12,701.33 100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0,000.00 90,421.99 100

迁安新奥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11,000.00 4,100.00 60 本期出售

天津自贸区新奥新能贸易有限公司 8,000.00 100 本期注销

新能（香港）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77,818.16

万美元

77,818.16

万美元

100

新能矿业（香港）能源有限公司 10,000港币 100

United�Faith�Ventures�Limited 1,001美元

75,480.99

万美元

100

新能（廊坊）能源化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100.808 1,100.808 100

新能（天津）能源有限公司 8,000.00 8,000.00 100

Xinneng�Capital�Management�Limited 100美元 100

ENN�Natural�Gas�Investment�Inc 100美元 100 本期新增

ENN� Clean� Energy�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Limited

100美元 100 本期新增

本财务报告业经本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3月8日决议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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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第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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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三号—煤炭》和《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第十八号—化工》的披露要求，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8年第四季度有

关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煤炭经营情况

2018年第四季度 2018年度

煤炭

品

种

产量

/ 购

进量（万

吨）

销量（万

吨）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成本

（万元）

毛利

（万元）

产 量 /

购进量

（ 万

吨）

销量

（万

吨）

销售收入

（万元）

销售成本

（万元）

毛利

（万元）

混煤 65.73 63.33

13,

113.88

9,680.07 3,433.82 300.14 299.96 59,308.92 28,080.85

31,

228.07

洗精煤 90.34 88.57

25,

287.80

12,

747.91

12,

539.89

343.40 341.48 98,300.76 32,615.63

65,

685.13

贸易煤 120.26 119.81

61,

848.16

61,

429.24

418.92 354.90 353.64

187,

550.27

185,

188.29

2,361.99

注：混煤、洗精煤、贸易煤销量中含内部销售量

二、主要化工产品经营情况

2018年第四季度 2018年度

产品名称

产量/

购进量（吨）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价格

变动情况

（较上年

同期）

产量/

购进量（吨）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价格

变动情

况（较上

年同期）

自产

精甲醇

360,870.03 373,978.20 62,890.88 -11.33%

1,033,

534.21

1,041,

761.35

188,308.56 8.56%

贸易甲醇 316,162.40 316,884.15 78,187.01 4.65%

1,108,

137.57

1,108,

134.44

262,823.90 7.65%

二甲醚 2,913.87 4,131.94 2,190.81 16.39% 14,537.99 16,032.42 8,837.24 21.14%

农药原药 794.25 563.63 15,841.60 -25.47% 3,747.65 3,709.51 105,739.09 -12.82%

农药制剂 4,301.60 2,662.32 8,627.80 -44.26% 23,321.93 24,801.65 84,432.34 40.66%

兽药原药 124.29 90.67 4,387.46 488.32% 471.40 441.69 16,234.79 391.21%

兽药制剂 752.25 640.32 2,367.31 4.34% 2783.39 2925.06 10,160.52 2.02%

注：1、自产精甲醇和贸易甲醇的销量中含内部销售量；

2、、自产甲醇中包含年产20万吨稳定轻烃项目生产、销售甲醇229,650.80吨，其中7-10月试生产期

间生产、销售甲醇145,021.25吨，取得的试车收入做冲减在建工程处理,对当期利润不产生影响；

3、农药原药销量中含内部销售量；

4、兽药原药产量含外购，兽药药剂产量均为自产

三、主要化工产品原材料价格情况

2018年第四季度 2018年度

产品

名称

主要原材

料名称

采购价格

（元/吨）

较上年同期

变动情况

采购价格

（元/吨）

较上年同期

变动情况

精甲醇

原料煤 430.38 -4.14% 441.13 3.55%

燃料煤 247.85 -10.71% 265.35 2.46%

二甲醚 甲醇 2,493.88 1.49% 2,635.27 7.90%

农药原药

玉米淀粉 2,246.00 7.37% 2,146.34 10.18%

黄豆饼粉 4,628.72 1.09% 4,558.47 -1.51%

25%烟醛 18,778.71 -18.32% 19,547.03 -12.75%

水合肼 24,009.12 -14.65% 27,870.30 13.17%

氯丙酮 14,310.34 -21.18% 15,683.99 -16.39%

4,6-二氯嘧啶 123,069.85 19.12% 120,542.77 31.47%

2-氯酮 99,137.93 75.74% 105,446.84 83.09%

NTA2 55,206.90 58,327.59 127.20%

TZO 108,374.39 11.32% 119,529.55 28.11%

兽药原药

阿维菌素 663,410.68 4.25% 644361.01 29.58%

催化剂铑 65,056,139.68 50.11% 54670000.00 59.71%

四、其他说明

本公告所披露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阶段性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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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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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第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

相关规定，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股份” 或“公司” ）董事会现将公司2018年度配

股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15号）批准，公司以985,785,043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2.5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称“本次配股” ），配股价格为9.3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72,515,004.20元，

扣除本次配股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33,684,570.74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38,830,433.46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中喜验字

[2018]第0025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公司实际使用配股募集资金2,106,800,970.91元；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

为138,300,190.15元，其中：尚未投入募集资金134,088,033.29元，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的利息收入

扣减手续费净额4,212,156.86元。

已使用金额及当期余额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72,515,004.20

减：已付配股发行费用总额 31,626,000.00

减：2018年12月31日止募投项目已使用金额 2,106,800,970.91

加：2018年12月31日止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4,212,156.86

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38,300,190.15

注： 已付配股发行费用总额未包含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有资金支付的配股发行费用2,058,570.74

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及使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均作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2018年2月12日，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以及保荐

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信证券”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同时，公司本

次配股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0万吨稳定轻烃” 的实施主体为控股子公司新能能源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能能源” ），新能能源为本次募集资金存储设立了两个专项存储账户。 2018年2月12日，公司、新

能能源、国信证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

新能能源、国信证券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上

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协议各方均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及《协议》约定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上述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

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元）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廊坊分行 1006�3733�8695 3,711,549.70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廊坊分行 1008�1756�4686 133,516,832.17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石家庄分行 5720�1010�0101�2250�92 1,071,808.28

合计 138,300,190.15

三、2018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152,447.52万元（详见公司临2018-024号公告），该部分资金是截止2018年2月12日新能能

源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0万吨稳定轻烃项目（简称“募投项目” ）的实际投入金

额。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5月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临2018-057号公告）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性补充流动资

金，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将总额不超过22,000.00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截止2018年12月

31日止，实际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3,300.00万元，该部分资金已于2018年10月26日

全部提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存在超过6个月未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详见《关于闲置募集资金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公司临2018-106号公告）。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涉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管理制度》

的要求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了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违规的情形。

五、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审核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新奥股份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第44号）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修订)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新奥股

份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六、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2018年度公司严格执行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

效地执行了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情况。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附表：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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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截至2018年6月底，20万吨稳定轻烃项目甲醇主装置已产出合格产品，进入试生产阶段，其后主

装置运行稳定，实现日产满负荷生产，2018年已通过综合性能系统考核，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截至2018年末，本次募投项目主要产品稳定轻烃的装置已完成各单元单体调试、联动试车，具

备投料条件；募投项目LNG产品装置打通了催化气化和加氢气化两项煤气化技术工艺流程，上

述两项技术为首次工业化示范，相关设备及工艺参数仍需进一步优化和调整，故试车工作仍将

持续一段时间。

考虑到2018年末冬季试车可能存在设备安全生产风险，同时基于经济性原因考虑，公司计

划在2019年5月份甲醇装置停车检修期间实施稳定轻烃的安全验收和投料试车工作。

由于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影响，国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滑，同时11月份甲醇装置进行了

调试及入冬前检修，产量未达生产计划；11月、12月甲醇价格处在低位，该项目甲醇经营出现亏

损，未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8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52,447.52万元（详见公司临2018-024号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5月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公司临2018-057号公告） 同意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

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以使用不超过22,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截止2018年12月31日止，实际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3,300.00万元，该部分资金于2018年10月26日全部提

前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存在超过6个月未归还募集资金的情况，详见《关于闲置募集资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的公告》（公司临2018-106号公告）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形成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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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债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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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张庆先生的辞职报

告，由于个人原因，张庆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奥生态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庆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张庆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裁期间勤勉尽责、认真履职，为公司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 公司及董事会对张庆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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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债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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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5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

议按照预定时间于2019年3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9名，实际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9名。 现场会议由副董事长于建潮先生主持，公司监事董玉武先生、总会计师刘建

军先生、董事会秘书王硕女士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与会董事听取了《2018年度总裁工作汇报》、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且经有表决权的与会董

事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235.14亿元，负债总额为141.78亿元，所有者权益为93.37亿

元，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36.3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84%；净利润14.0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3%；其

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2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3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了回报投资者并树立股东对公司的长期投资理念，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

的实际状况， 董事会公司以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1,229,355,783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股份5,

943,435股，即1,223,412,3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2018年度现金红利2.10元（含税），合计

发放现金红利256,916,593.08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和送红股。

鉴于公司正在实施股份回购事项，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公司股本发生

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

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2018年度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

59,740,670.18元视同现金分红，公司2018年度拟分配现金红利共计316,657,263.26元（含2018年度实

施的股份回购金额），占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321,229,732.19元的23.97%，低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说明如下：

1、为保证公司稳定健康发展， 2019年公司制定的投资计划包括生产设备性投资2.87亿元，技改投资

0.75亿元，煤矿井巷及建设投资1.74亿元，安全环保投资0.89亿元、智慧生产及网络平台投资0.76亿元、粉

浆气化投资1.55亿元、 其他生产经营投资0.32亿元， 在建工程投资项目年产20万吨稳定轻烃投资1.05亿

元；上述经营项目投资总额合计9.93亿元。 另，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需支付投资尾款4.27亿元。

2、2019年公司支付“16新奥债”回售款15.5亿元，应偿还到期中长期贷款7.52亿。

3、2019年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需求2-3亿元。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达到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符合《公司

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2016年-201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

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关联董事王玉锁先生、张叶生先生、王子峥先生、于

建潮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

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套期

保值业务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

鉴于公司与TAI、TESS、Toshiba� Corp.、TAL等主体经协商一致拟对PSA条款内容进行修订， 并共

同签署《AMENDMENT� TO� THE� 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 且本次交易相关文

件中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文件的要求，董事会

同意公司会同中介机构根据公司及标的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最新财务状况，对《新奥生态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及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说明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实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律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法、有效；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

件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新能能源有限公司拟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新能

能源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新能能源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

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4票。 关联董事王玉锁先生、张叶生先生、王子峥先生、于

建潮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中期票

据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册发行超短期

融资券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关于暂不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暨提请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实际情况，董事会决定暂不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召开年度股东大会的时间和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授权董事长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确定并通知。

董事会提请于2019年3月27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03

证券简称：新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29

证券代码：

136124

证券简称：

16

新奥债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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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5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

按照预定时间于2019年3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监事会的监事3名，实际出

席本次监事会的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奥生态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有表决权的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仔细的审核，发表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1、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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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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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公司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8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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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对2018年度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自我评价，公司监事会认真审阅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认为：公司遵守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等文件精神，遵循内部

控制的基本原则，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业务活

动的正常开展，强化了全面风险防控管理，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公司内部控制组织机构完整、运转有

效，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点的执行和监督。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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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摘

要的议案》。

鉴于公司与TAI、TESS、Toshiba� Corp.、TAL等主体经协商一致拟对PSA条款内容进行修订， 并共

同签署《AMENDMENT� TO� THE� PURCHASE� AND� SALE� AGREEMENT》。 且本次交易相关文

件中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为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重大资产重组申报文件的要求，监事会

同意公司会同中介机构根据公司及标的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最新财务状况，对《新奥生态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及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

明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实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律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备、合法、有效；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

件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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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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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史玉

江先生的辞职报告，由于个人原因，史玉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及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史玉江先

生提交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史玉江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认真履职，在资本运作、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等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史玉江先生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工作需要，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

办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董事会决定聘任王硕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王硕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并已于本次董事会会

议召开前获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事项发表意见为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王硕女士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16-2595599

传真号码：0316-2597561

电子邮箱：vwangshuo@enn.cn

联系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华祥路118号新奥科技园B座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附件：王硕女士简历

王硕女士：中国籍，1979年4月出生，硕士学历。 2003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编辑、记者、播

音；2005年至2006年任中国人民大学讲师；2006年至2013年2月作为美国能源部分包人支持其在中国的

能源项目；2013年3月至2018年11月历任新奥集团北美业务总监、投资总监、高级海外事务总监；2018年

11月至今任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2019年3月8日至今任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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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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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8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为了回报投资者并树立股东对公司的长期投资理念，根据《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并综合考虑公司的实际状况，公司拟以2018年末公司总股本1,229,355,783股扣减不参与利润

分配的回购股份5,943,435股，即1,223,412,3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10元（含

税），合计发放现金红利256,916,593.08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鉴于公司正在实施股份回购事项，若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后公司股本发生

变动的，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可参与利润分配的总股本，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

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公司2018年度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

59,740,670.18元视同现金分红，公司2018年度拟分配现金红利共计316,657,263.26元（含2018年度实

施的股份回购金额），占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321,229,732.19元的23.97%，低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3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说明如下：

1、为保证公司稳定健康发展， 2019年公司制定的投资计划包括生产设备性投资2.87亿元，技改投资

0.75亿元，煤矿井巷及建设投资1.74亿元，安全环保投资0.89亿元、智慧生产及网络平台投资0.76亿元、粉

浆气化投资1.55亿元、 其他生产经营投资0.32亿元， 在建工程投资项目年产20万吨稳定轻烃投资1.05亿

元；上述经营项目投资总额合计9.93亿元。 另，截至2018年12月31日尚需支付投资尾款4.27亿元。

2、2019年公司支付“16新奥债”回售款15.5亿元，应偿还到期中长期贷款7.52亿。

3、2019年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需求2-3亿元。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达到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符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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