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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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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154,166,21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南瑞泽 股票代码 0025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清池 秦庆

办公地址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53号君和

君泰1D栋5层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落笔洞路53号君和

君泰1D栋5层

电话 0898-88710266 0898-88710266

电子信箱 yqc66888@163.com qinqing@hnruize.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2018年1月30日，江西绿润、江门绿顺完成资产过户手续，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即公司通过直接/间

接方式合计持有广东绿润100%股权。 因此，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新增广东绿润包括“城市生活垃

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回收利用；城市绿化管养等”在内的相关业务。

目前，公司四大业务板块整体运营、协同发展，主要业务内容如下：

（1）商品混凝土业务：主要包括各类标号的普通混凝土、海工混凝土、生态混凝土、彩色景观混凝土、

装饰混凝土等的生产与销售，主要应用于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

（2）水泥业务：主要为散装PO42.5R水泥的生产与销售，主要应用于建筑、房地产、能源及交通等固

定资产投资规模较大的行业。

（3）园林绿化业务：主要包括园林景观设计、园林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养护服务以及苗木种植与销售

等，应用于市政工程、大型酒店、房地产项目绿化；生态修复；湿地整治等。

（4）市政环卫业务：主要服务内容包括环境卫生清扫保洁服务；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服务；

市政设施维护维修管理服务；沟渠、下水道、河涌、化粪池的清疏及保洁服务；河涌治理、修复；工业废物、

固体废物、城市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处置服务；炉渣清运处置服务；工业、生活、河涌污泥处理、处置；生

活垃圾渗滤液清运、处置。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8年 2017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6年

营业收入 3,120,970,092.69 2,877,542,322.17 8.46% 1,842,589,08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124,985.37 176,204,372.40 -30.69% 70,216,52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1,650,276.24 154,038,910.02 -14.53% 54,158,14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4,816,967.76 -95,852,882.29 365.76% -108,444,79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8 -33.33%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8 -33.33%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1% 7.83% -3.72% 3.36%

2018年末 2017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6年末

资产总额 6,567,186,092.86 4,981,203,710.58 31.84% 3,934,473,55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76,735,214.43 2,302,920,418.18 33.60% 2,146,808,074.8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630,895,689.63 820,080,448.15 742,190,408.73 927,803,54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486,609.54 45,606,075.48 35,836,830.28 11,195,47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381,648.56 47,919,263.33 33,709,622.33 19,639,74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965,293.59 -54,549,283.68 231,318,033.93 136,013,511.1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①公司PPP项目融资未能在预计的时间内取得，导致PPP项目四季度工程进度未能达到预期，因此公

司园林绿化板块业务营业收入及利润均出现下滑。

②公司四季度特别是12月份销售回款未能达到预期，同时部分应收账款账龄结构发生变化，导致公

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增加。

上述原因导致公司四季度实现的净利润同比出现明显下滑。

4、股本及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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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69,077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63,608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张海林

境内自然

人

14.07% 150,663,000 112,997,250 质押

148,920,

000

冯活灵

境内自然

人

12.10% 129,510,000 0 质押 80,924,000

三亚大兴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89% 95,132,742 0 质押 95,130,000

张艺林

境内自然

人

6.05% 64,740,000 0 质押 64,740,000

夏兴兰

境内自然

人

4.66% 49,846,155 0 质押 34,650,000

徐湛元

境内自然

人

4.31% 46,191,906 46,191,906

邓雁栋

境内自然

人

4.10% 43,938,918 43,938,642

仇国清

境内自然

人

3.10% 33,230,769 0

三亚厚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

人

1.03% 11,061,948 0 质押 11,040,000

冯活晓

境内自然

人

0.46% 4,977,876 0 质押 4,977,8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张海林、张艺林、冯活灵为一致行动人，张海林、张艺林为兄弟关系，冯活灵、冯活

晓为兄弟关系，冯活灵为张海林、张艺林二人的姐夫，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厚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张海林、张艺林共同控制的企业。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

的公司债券

是

（1） 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2012年公司债券

12瑞泽债 112189 2018年09月18日 0 7.00%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

16瑞泽债 118805 2019年08月23日 2,233 8.00%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

情况

1、2018年9月14日，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期满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终止交易；2018

年9月18日，公司完成了12瑞泽债本金及利息的支付工作。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2012

年公司债券本息兑付暨摘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8-121）。

2、2018年8月23日，公司完成了16瑞泽债2018年回售及付息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6瑞泽债” 的回售数量为

3,476,700张，回售金额为人民币34,767万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量为223,300张。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①12瑞泽债

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机构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出具了《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

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评级结论如下：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AAA，发

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上调为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具体内容公司于2018年5月2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②16瑞泽债

公司16瑞泽债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5月25日出具了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分析和评估，

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6瑞泽债债项信用等级为AA-，与前次评级结

论一致。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18年 2017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52.02% 53.30% -1.28%

EBITDA全部债务比 14.93% 15.57% -0.64%

利息保障倍数 2.68 3.07 -12.70%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尽管公司商品混凝土、水泥业务市场需求有所降低，但受价格上涨影响，水泥业务营业收

入保持稳定，商品混凝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广东绿润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保持稳定增

长；园林绿化业务受上半年PPP项目清库整顿、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风险防控力度加大、国内金融行业去杠

杆、民营企业融资环境趋紧的影响，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2,097.0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4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2,212.5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69%。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商品混凝土 1,524,690,755.04 323,933,727.40 21.25% 10.98% 40.27% 4.44%

水泥 524,779,033.33 117,620,824.33 22.41% -0.23% 11.08% 2.28%

园林绿化 616,992,422.42 94,462,429.69 15.31% -36.89% -55.71% -6.50%

市政环卫 454,507,881.90 175,513,246.89 38.62% 100.00% 100.00% 100.00%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

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市政环卫业务，市政环卫业务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占公司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分别

为14.56%、11.58%、115.88%。

（2）报告期内，公司园林绿化业务营业收入减少，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及资产减值损失增加，导致园

林绿化业务由2017年度的盈利变成为2018年的亏损。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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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

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利息” 和“应

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 列示；“应付利息” 和“应付

股利” 并入“其他应付款” 列示；“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

“固定资产” 列示；“工程物资” 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

“专项应付款”并入“长期应付款”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

整。

“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 本期金额2,295,551,741.63元， 上期金额2,003,

821,811.25元；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 本期金额917,931,532.19元， 上期金额712,

171,035.30元；

调增“其他应收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其他应付款” 本期金额7,268,605.88元，上期金

额13,658,392.99元；

调增“固定资产”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在建工程”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本期金额0.00元，上期金额0.00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在利润表

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项

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调减 “管理费用” 本期金额9,939,349.01元， 上期金额8,

248,379.28元，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向

徐湛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76号。 2018年1月26日江西绿润

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2018年1月30日江门绿顺完成工商变更手续，成为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江西绿润持有广东绿润50%的股权，江门绿顺持有广东绿润30%的股权， 公司通过直接/间接

方式合计持有广东绿润100%股权，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企业会计准则第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相关规定，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广东绿润100%股权，购买日为2018年2月1日。本

公司将江西绿润、江门绿顺及广东绿润纳入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海南瑞泽旅游控股有限公司出资设立海南圣华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公司子公

司广东绿润投资设立鹤山市绿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司子公司大兴园林出资设立六枝特区民兴环境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三家子公司，分别是2018年5月30日处置承德瑞砼新型建材有限公司，2018年9

月30日处置琼海瑞泽晶英石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1日处置武宣县源缘矿业有限公司，自处置日起上述

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此外，2018年2月，公司与三亚鑫海混凝土有限公司股东签订的托管协议到期，到期后三亚鑫海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报告期内，公司注销孙公司三亚康泰德工程有限公司及儋州市新大兴花卉博览园有

限公司。

（4）对2019年1-3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不适用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海林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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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2019年1-3月）

上年同期

（2018年1-3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情况：-38.96%至10.22%

2,948.66万元

盈利：1,800万元至3,25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1、受海南全域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2019年一季海南省房地产开工项目不足，部分市政基础设施

计划项目也开工较晚，商品混凝土产品需求下降，导致公司商品混凝土产品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2019年一季度园林绿化业务完成工程量下降， 导致公司园林绿化业务2019年一季度营业收入较

上年同期下降。

3、2019年一季度公司处置资产，对利润构成一定的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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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9年3月18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并于2019年3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生召集，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出席会议董事9人，其中冯儒先生采用通讯表

决，其他董事均现场出席会议，公司全体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

进行述职。 有关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已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2018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工作。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2018年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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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 定期报告披露相关

事项》等的规定，所载资料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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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阅读和审核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2,097.01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8.46%；实现营业成本240,943.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2,212.5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69%。 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2018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86,813,522.07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按照10%计提法

定盈余公积8,681,352.21元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56,347,203.84元，扣除上年已分配现金股利21,

485,344.12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金额为312,994,029.58元，资本公积为1,

344,884,674.67元。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以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时的总股本1,154,166,218股为基数，按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0.08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9,233,329.75元，尚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下一年。 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送红股。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因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公司将按“分配总额不变” 的原则

进行相应的调整。

经董事会认真审议，认为：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合法、合规，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

司的长期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核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的认定标准，报告期内未发现公司非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且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

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监事会审核意见以及独立董事发表的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具体内容请投资者浏览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议，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

的情形。

《董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及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报告发表了意见， 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

来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报告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出具了专项审计说明，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张海林、陈健富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承诺盈利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司2016、2017年购买广东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绿润” ）股权时，交易对方承

诺：广东绿润2018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14,000万元。

现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广东绿润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4,197.41万元，完成其承诺的盈利目标。

公司出具了《关于全资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承诺盈利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告》，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就广东绿润承诺盈利实现情况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 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担保额度的担保范围为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担

保，担保范围内的子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且经营情况良好，具备到期还款能力。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不存在

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有利于支

持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新增担保不超过21.20亿元人民币（包括

存量担保到期继续担保部分），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额度之日起至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签署上述额度内的担保文件，同意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上述担保额度内的

相关担保手续。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债务性融资计划的议案》

经审议，根据公司《融资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情况、项目建设资金

需求以及未来投资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新增融资不超过21.20亿元人民币（不包括公

司债券，包括存量贷款到期续贷部分）。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签署

上述额度内的融资、担保等相关文件，同意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上述融资额度内的相关融资、担保手

续，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债务性融资计划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财政部相关文件执行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王垚女士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其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

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白静女士已于2010年1月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白静女士的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独立董事职责的要求，符合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条件，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白静女士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白静女士当选后董事会将委任其担任

公司董事会下属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意见具体内容以及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

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已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 的要求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详细信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进行公示。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

的，均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提供的渠道反馈意见。 白静女士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白静女士简历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补选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南山码头中转站使用权及转卖中转站生产作业设备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签署《南山码头中转站使用权转让及生产作

业设备转卖协议》， 同意公司将所持有的南山码头中转站使用权转让给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同

时将中转站的生产作业设备以人民币4,00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三亚华盛水泥粉磨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见

同日披露的《关于转让南山码头中转站使用权及转卖中转站生产作业设备的公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19年4月18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具体内容于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3、《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4、《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5、《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内容发表的独立意见》；

6、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

7、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及各专项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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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通知于2019

年3月18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并2019年3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盛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全体监事通过现场表决方式

参与会议表决，董事会秘书于清池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度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2,097.01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8.46%；实现营业成本240,943.9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12,212.5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69%。 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

的稳定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况。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有效，内部控制体系较为规范、完整，内部控制组织机构设置合理，能够保

证公司经营的合法、合规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

司内控制度管理的规范要求。

2、《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评价形式及内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

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1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一般规定》及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目前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是真实、客观的。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

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具体内容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

来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承诺盈利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司2016、2017年购买广东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绿润” ）股权时，交易对方承

诺：广东绿润2018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低于14,000万元。

现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广东绿润2018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人民币14,197.41万元，完成其承诺的盈利目标。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全资公司广东绿润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承诺盈利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

公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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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利用会计政策变更调节利润的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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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海南瑞泽新型

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将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说明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386号文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12,431,626股，每股面值1.00元，发行价格每股20.11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5,000.0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1,801.42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3,198.58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于2015年12月4日对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2015]第310934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计划

用于大兴园林恩平苗木基地建设项目及补充园林工程施工业务营运资金。

1、截至2018年7月31日，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如下表所示：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3,198.58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2,556.52

其中：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5,897.72

2、2018年1-7月使用金额 6,658.80

2-1、恩平苗木基地建设项目（地点变更前） 178.96

2-2、儋州苗木基地（地点变更后） 1,175.87

2-3、东方苗木基地（地点变更后） 5,303.97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180.14

2018年7月31日募集资金实际余额 822.20

其中：募投项目尚需支付的尾款金额 558.13

节余资金金额 264.07

2、2018年8-12月，公司支付募投项目尾款442万元，其支付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2018年7月31日募投项目尾款金额 558.13

减：2018年8-12月支付金额 442

其中：儋州苗木基地（地点变更后） 15.01

东方苗木基地（地点变更后） 426.99

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尚未支付金额 116.13

3、合计，截止2018年12月31日，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如下表

所示：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3,198.58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2,998.52

其中：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5,897.72

2、本年度使用金额 7,100.80

2-1、恩平苗木基地建设项目（地点变更前） 178.96

2-2、儋州苗木基地（地点变更后） 1,190.88

2-3、东方苗木基地（地点变更后） 5,730.96

减：节余资金金额 264.07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180.14

募集资金尚未支付金额 116.13

（二）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明确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的议案》以及获得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符合深交所转让条件的无异议函》（深证函〔2016〕469号），本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面值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含5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6瑞泽债”或“本期债券” ）。

本公司于2016�年8月23日完成16瑞泽债的发行工作，公司共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5亿元人民币

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为500万张，发行价格为100元/张，票面利率为8%。 本期债

券期限为3年，附第1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第2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及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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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息日为2016年8月23日。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净额49,776万元（抵扣发行费用224万元后）已于2016� 年8月25日划入公司本

期债券的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16瑞泽债”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如下所示：

项目 金额（人民币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9,776.00

减：“12瑞泽债” 回售款 18,332.80

减：补充流动资金 31,439.64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1.86

募集资金实际余额 5.42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分别于2011年

8月、2014年3月、2016年5月修订、完善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遵照

规定，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均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1、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于2015年12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

子公司大兴园林增资及大兴园林向配套融资实施主体之三亚苗木增资的议案》。2016年1月15日，公司全

资子公司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完成对三亚大兴园林苗木繁殖基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

兴苗木” ）的增资。大兴苗木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恩平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与使用，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在2016年1月22日，本公司、大兴苗木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分行、江门新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恩平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已签订的《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严格按照三方监

管协议履行相关权利义务。

2、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16瑞泽债”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

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开立“16瑞泽债”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公司“16瑞泽债” 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

与使用。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和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及

偿债保障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

1、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余额 备注

光大银行三亚解放一路支行 39280188000065909 1,991,852.84 募集资金专户

新会农商行恩平支行 80020000008300097 3,436.23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1,995,289.07

注：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含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未使用的余额116.13万元，以及

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节余资金未转出的余额83.40万。

2、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余额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口分行 3401�0157�8700�00023 54,156.87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54,156.87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人民币7,100.80万元，具体

情况详见附表1《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16�瑞泽债”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人民币0元。 “16瑞泽债”

赎回选择权及回售选择权实施情况如下：

（1）根据《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约定，公司于2017年

7月1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业务平台固定收益产品业务专区披露《关于放弃行使“16瑞泽债” 发行

人赎回选择权的公告》，公司决定放弃行使“16瑞泽债”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即“16瑞泽债” 在存续期内

继续存续。

（2）根据《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回售选择权的约定，公司分别于2017年7

月25日、7�月26日、7�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业务平台固定收益产品业务专区披露《关于“16瑞

泽债”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6瑞泽债” 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6瑞泽债”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3）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6瑞泽债” 的回

售数量为1,300,000张，回售金额为人民币1.3亿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量为3,700,000张。 2017年8

月23日，公司完成上述“16瑞泽债” 回售部分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工作。

（4）根据《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人赎回选择权的约定，公司于2018年

7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业务平台固定收益产品业务专区披露《关于放弃行使“16瑞泽债” 发行

人赎回选择权的公告》，公司决定放弃行使“16瑞泽债”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即“16瑞泽债” 在存续期内

继续存续。

（5）根据《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回售选择权的约定，公司分别于2018年7

月25日、7月26日、7月27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上业务平台固定收益品种业务专区披露了《关于“16瑞

泽债”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6瑞泽债” 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关于“16瑞泽债”债券持有人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6）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6瑞泽债” 的回

售数量为3,476,700张，回售金额为人民币347,670,000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数量为223,300张。公

司已于2018年8月23日完成上述16瑞泽债回售部分的本金和利息的支付工作。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

（1）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

2017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恩平苗木基

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广东省恩平市大槐镇塘冲村变更为海南省儋州市东城镇、黄泥沟和海南省东方

市三家镇，并同意公司将苗木基地建设项目的建设工期进行相应的延长。除上述变更外，本次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实施主体、建设内容等均保持不变。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具体情况如

下：

变更前：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工期

恩平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14,097.31 12,000.00 大兴苗木

广东省恩平市

大槐镇塘冲村

2年

合计 14,097.31 12,000.00

变更后：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计划投入金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建设工期

儋州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1,537.66 1,237.66 大兴苗木

海南省儋州市东

城镇、黄泥沟

9个月

东方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6,062.34 6,062.34 大兴苗木

海南省东方市三

家镇

9个月

合计 7,600.00 7,300.00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2017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的议案》。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恩平苗木基地建设项目建设期为2年，于2017年12月31日到期。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儋州苗木基地建设项目建设工期为9个月，东方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的建设工期为9个月，已于2018年7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2、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无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公司未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发生。 公司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往年发生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如下：

1、2016年3月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大兴园林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大兴园林将存放于江门新会恩平支行闲置募集资金

2,5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大兴园林于2016年6月16日已用自有资金归还。 使用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2016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大兴园林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三亚新大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使用5,000万元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三亚新大

兴园林生态有限公司已于2016年12月20日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恩平苗木基地建设项目、儋州苗木基地建设项目及东方苗

木基地建设项目于2018年7月31日完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核，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第ZI10555

号报告，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节余金额为264.07万元，该节余资金本公司留存在募集资

金专户中使用未作转出，并用于该项目的相关支出。

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无超募资金之情形。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将继续用于原承诺投资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5年12月非公开发行股票以及2016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本期不存在募集资金使

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1、变更恩平苗木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

由于原实施地点周边环境等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同时公司预计近几年海南省内的工程项目及苗木需

求将会增加，为降低苗木运输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化的实现募集资金的投资效益，便于

实施主体大兴苗木对项目进行管理，更好地支持公司园林工程施工业务发展，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实施地点变更为海南省儋州市东城镇、黄泥沟和海南省东方市三家镇。

（下转B13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