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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823

公司简称：百合花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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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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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2018年末总股本225,000,000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60元（含税）,�

共计58,500,000元向全体股东分配，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预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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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 603823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迪明 王振炎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一场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一场

电话 0571-82965995 0571-82965995

电子信箱 wdm@lilygroup.cn wzy@lilygroup.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１、公司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专注于有机颜料及相关中间体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同时，公司拓展了珠光颜料领域，使得公司的产品结构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作

为国内有机颜料行业综合竞争力领先的企业，公司具备全色谱颜料的生产能力，有机颜料的生产规模、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均处于国内行业的领先水平。 截

止报告期末，公司共有50多条颜料生产线，20多条中间体生产线，高性能有机颜料及部分中间体在国内市场占有率处于领先地位。

２、经营模式

（１）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采用以销定产、以产定采的模式，并按月编制采购预算及执行。 公司采购部根据月度生产计划和销售计划，以现有库存、市场情况为依据，统一

制定相应的月度采购计划，并且每周根据最新订单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采购采用集中采购和子公司自行采购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对于中

间体等主要原料，公司大多采用集中采购的方式。

（２）生产模式

公司生产组织主要采取以销定产的模式。 销售服务部为制定生产计划的牵头部门，汇总产品订单、现有成品库存等各项信息，组织生产部、采购部等相关

部门在每月月底召开生产计划会，制定下月生产计划。 同时，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变动和生产进度完成情况，销售服务部根据新出现的订单、已完成生

产的订单进一步制定周生产计划。 生产部根据上述月生产计划和周生产计划负责安排生产。

（３）销售模式

公司的销售模式包括直销模式和经销模式。 颜料的下游客户涵盖油墨、涂料、塑料及特种领域，不同行业对产品的需求和性能差异较大，由于这些行业的

厂家集中度不高，较为分散，基于以上因素公司根据不同客户的特点采取不同的销售模式。

公司对需求量大或行业影响力强的客户主要采取直销模式，除此以外的其它客户主要采取经销模式。

３、行业情况说明

目前，全世界有机颜料行业总需求量在40万吨左右，其中偶氮类占市场份额的50-55%，酞菁类约占20%,高性能有机颜料约占25-30%。从全球各行业应

用颜料情况来看，油墨行业占首位，约占总消费量的55-60%，涂料约占20%，塑料加工行业约占15%，其他特种领域约占5-10%。 国内有机颜料行业总产量在

30万吨左右，占到全球产量的75%，是世界有机颜料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 随着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人们的安全环保意识越来越强，安全环保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颜料行业面临发展环境依旧不容乐观，安全环保压力加大，劳动力成本增加，市场竞争力加剧和市场需求放缓等多重因素倒逼颜料企业加快转型升

级，降本节支、节能减排。 由于颜料属于精细化工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对安全要求较大，同时有废水、废气、噪音以及废渣产生，处理难度大，配套的安全环保设

施初始投入大，运行成本高，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环保监管日益趋严将促使资金实力较弱、不具规模效益的中小型企业逐渐退出颜料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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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553,571.48 2,048,803,775.60 12.68 1,994,779,437.98

营业收入 1,813,059,742.57 1,510,888,564.97 20.00 1,358,685,154.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9,544,962.30 132,984,098.05 42.53 139,529,32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5,115,854.40 102,737,582.61 60.72 120,608,54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18,932,700.10 1,269,887,737.80 11.74 1,168,065,639.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6,179,323.96 100,342,711.43 5.82 186,779,307.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4 0.59 42.37 0.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4 0.59 42.37 0.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13 10.92 增加3.21个百分点 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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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509,598.39 509,383,412.15 460,604,948.60 456,561,78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7,151,262.24 50,676,591.84 63,250,540.50 38,466,56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1,960,942.67 45,373,320.65 53,956,840.22 33,824,750.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504,725.37 8,086,126.44 75,619,915.79 11,968,55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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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5,78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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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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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控股有限公司 0 145,022,726 64.45 145,022,726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道富元通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0 6,818,184 3.0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陈立荣 0 6,422,727 2.85 6,422,727 无 境内自然人

陈鹏飞 0 3,211,364 1.43 3,211,364 无 境内自然人

浙江维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0 2,700,001 1.20 0 质押

1,200,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陈卫忠 0 1,926,818 0.86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基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0 1,363,635 0.6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王迪明 0 1,284,545 0.57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钱森江 0 1,183,240 0.5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杭柯达 0 722,948 0.32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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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1,305.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00%；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8,954.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2.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6,511.5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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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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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宣城英特颜料有限公司、杭州彩丽化工有限公司、杭州百合进出口有限公司、杭州百合科莱恩颜

料有限公司、杭州百合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弗沃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杭州百合花海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嘉海德泽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9家公司。 与上年相比，合并范围增加了杭州弗沃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杭州百合花海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嘉海

德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3家公司。

合并抵消特殊事项说明

为了加强在中高档颜料领域的战略合作，2004年本公司和Clariant� International� AG出资设立子公司杭州百合科莱恩颜料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杭州

百合科莱恩颜料有限公司51%股权。 2004年12月，本公司与Clariant� International� AG签订《合资合同》，杭州百合科莱恩颜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性能有

机颜料应在中国境内外通过Clariant� International� AG及其关联公司的销售网络独家销售。 本公司向杭州百合科莱恩颜料有限公司直接采购的商品， 也需

要ClariantInternationalAG的子公司Clariant� Chemicals（China）Ltd.(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自2016年4月1日起变更为科莱恩涂料（上海）有限

公司）向杭州百合科莱恩颜料有限公司采购后，再由本公司向ClariantChemicals（China）Ltd.(科莱恩化工（中国）有限公司)�（自2016年4月1日起变更为科

莱恩涂料（上海）有限公司）采购。 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本公司认为上述交易实质为合并范围内公司的关联交易，因此在财务报表中进行合并抵销。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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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百合花 公告编号：

2019-014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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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合花”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3月2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

4月8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陈立荣先生主持，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定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鉴于公司目前盈利状况良好，为保持长期积极稳定回报股东的分红策略，拟以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225,

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58,500,000元。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公司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对部分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银行贷

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亿元。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在上述总额度及上述授权有效期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不再对单笔融资授信另行审议，并授权公司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

署有关的文件、协议（包括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和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2019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与Clariant� International� AG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有机颜料、中间

体的采购、销售业务，公司控股股东百合花控股有限公司为支持公司发展而无偿为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与参股公司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

生的存款交易。 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陈立荣、陈卫忠、王迪明、陈鹏飞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募集资金2018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超过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十二个月内。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回报规划（2019-2021）〉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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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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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合花”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3月28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

4月8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宣勇军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18年经营的实际情

况，未发现参与2018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明确表示同意定期报告的内容。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定的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鉴于公司目前盈利状况良好，为保持长期积极稳定回报股东的分红策略，拟以截至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225,

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58,500,000元。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公司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对部分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为下属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银行贷

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亿元。

上述授权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议案之日起至公司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在上述总额度及上述授权有效期内，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将不再对单笔融资授信另行审议，并授权公司及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

署有关的文件、协议（包括在有关文件上加盖公司印章）。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和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和2019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与Clariant� International� AG及其子公司发生的有机颜料、中间

体的采购、销售业务，公司控股股东百合花控股有限公司为支持公司发展而无偿为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与参股公司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

生的存款交易。 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 本次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公司修改部分经营范围的内容。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回报规划（2019-2021）〉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

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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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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4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鉴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允、公正的执业准则，对

公司资产状况、经营成果所做审计实事求是，所出审计报告客观、真实，同时已与公司建立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持续性，同意公司续聘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

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为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上述续聘会计师事项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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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公司授信额度内

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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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

公司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议案》，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指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生产需要，不断提高公司的运行效率，降低资金成本，优化负债

结构，提高风险抵抗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竞争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19年度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9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并对部分融资提供抵押

担保，用于办理银行贷款、开立信用证、贸易融资、债券发行和保函等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与战略发展所需资金。

同时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2019年度拟为下属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银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亿元。

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综合授信情况

（一）综合授信情况

1、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9亿元

公司名称 授信额度（万元）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000

杭州百合科莱恩颜料有限公司 6,000

杭州弗沃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5,000

内蒙古源晟制钠科技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90,000

2、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及下属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并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

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合理确定。

3、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融资业务，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金额范围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代表公司办理相关融资申请

事宜，并签署相应法律文件。

4、该事项有效期限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5、在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二）抵押物情况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抵押不动产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不动产证号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帐面原值

1 1#仓库 杭房权证萧移字第00209390号 工业仓储 1,473.00 1,717,379.00

2 2#仓库 杭房权证萧移字第00209391号 工业仓储 1,473.00 1,717,379.00

3 3#仓库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36号 工业仓储 3,159.98 4,293,748.00

4 4#仓库

浙（2017）杭州（大江东）不动产权

第0005349号

工业仓储 5,380.19 9,226,564.60

5 5#仓库

浙（2017）杭州（大江东）不动产权

第0005349号

工业仓储 5,380.19 9,223,429.60

6 6#仓库

浙（2017）杭州（大江东）不动产权

第0005349号

工业仓储 3,477.79 5,542,286.45

7 7#仓库

浙（2017）杭州（大江东）不动产权

第0005349号

工业仓储 1,648.27 5,081,073.94

8 8#仓库

浙（2017）杭州（大江东）不动产权

第0005349号

工业仓储 741.03 1,265,604.57

9 辅房 杭房权证萧移字第00209392号 工业厂房 100.86 134,962.00

10 1#车间 杭房权证萧移字第00209382号 工业厂房 27,463.52 24,016,177.00

11 2#车间 杭房权证萧移字第00209387号 工业厂房 2,407.07 6,137,724.90

12 2#后处理车间 杭房权证萧移字第00209395号 工业厂房 2,218.35 1,731,870.70

13 3#车间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34号 工业厂房 20,758.87 36,188,261.13

15 4-1#车间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18号 工业厂房 5,565.65 10,955,303.12

16 4-2#车间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40号 工业厂房 5,619.84 11,131,838.03

17 4-3#车间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23号 工业厂房 5,758.06 11,756,621.06

18 4-4#车间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41号 工业厂房 5,663.63 11,340,668.74

19 4-5#车间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26号 工业厂房 258.46 618,239.87

20 综合车间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28号 工业厂房 1,956.60 3,297,516.70

21 宿舍楼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39号 工业附房 6,703.49 13,183,806.10

22 技术楼 杭房权证萧更字第00209112号 工业附房 4,045.00 11,476,274.00

23 土地 杭萧国用（2013）第3600004号 工业用地 46,425.00 4,868,382.83

24 土地 杭萧国用（2013）第3600005号 工业用地 66,210.00 6,943,147.59

25 土地 杭萧国用（2013）第3600006号 工业用地 40,000.00 28,614,640.00

26 土地

浙（2017）杭州（大江东）不动产权

第0005349号

工业用地 34,824.00 3,651,837.66

27 土地

浙（2017）杭州（大江东）不动产权

第0005277号

工业用地 39,843.00 21,560,730.19

杭州弗沃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抵押不动产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不动产证号 房屋用途 建筑面积 帐面原值

1 车间一 杭房权证萧字第00122142号 工业厂房 5,025.70 4,708,452.12

2 车间二 杭房权证萧字第00050223号 工业厂房 10,594.09 7,441,753.00

3 车间三 杭房权证萧字第00050224号 工业厂房 1,505.44 1,966,814.03

4 综合楼 杭房权证萧字第00050226号 工业附房 2,283.35 2,430,647.00

二、授信额度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基本情况

同时在确保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公司2019年度拟为下属子公司在授信额度内银行贷款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1亿元，具体担保金额

将视公司下属子公司的实际需求来合理确定。

序号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万元）

1 杭州弗沃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5,000

2 内蒙古源晟制钠科技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10,000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在上述额度内授权董事长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

人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 担保事项需金融机构审核同意的，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的授权期限为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杭州弗沃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杭州弗沃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12520792T

注册地址：杭州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农一场）

法定代表人：宣勇军

注册资本：2,7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9年 01�月15日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1,485.00万元，占比55.00%

经营范围：生产：高新纳米珠光粉；经销：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自产产品的出口及自用产品的进口业务（法律禁止的除外，

法律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方可经营）；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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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截止2018年12月31日，弗沃德化工的资产总额为8,918.62万元，负债总额为740.2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8,178.37万元，2018年营业收入为7,

845.96万元，净利润为1,361.80万元。

2、内蒙古源晟制钠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992MA0Q54R27Q

名称：内蒙古源晟制钠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政府大楼主楼216室

法定代表人：王迪明

注册资本：捌仟万（人民币元）

成立日期：2019年02月14日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4,800.00万元，占比60.00%

经营范围：基础化学品制造及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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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数据：子公司为新成立公司尚未开展经营活动。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本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公司将根据下属子公司的经营能力、资金需求情况并结合市场情况和

融资业务安排，择优确定融资方式，严格按照股东大会授权履行相关担保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9年4月8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也无公司对下属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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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和

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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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合花” 或“公司” ）于2019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

易实际执行情况和公司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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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和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该议案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关联董事陈立荣、陈卫忠、王迪明、陈鹏飞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将

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真审阅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和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以及关联交易的相关资料，并就相关事宜和关注的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议案所述关联交易是必要的，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

董事需要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过对议案的认真审查，我们认为议案所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定价合

理、公允，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均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2018年度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

1、公司与Clariant� International� AG（以下简称“科莱恩”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科莱恩集团” ）之间的关联交易

（1）概述

百合花控股子公司杭州百合科莱恩颜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合科莱恩” ）生产的高性能有机颜料并最终由科莱恩集团和百合花各自的渠道进行销

售。 百合科莱恩生产的颜料中，通过科莱恩集团直接销售的颜料，百合科莱恩将其销售给科莱恩集团后由其对外销售；通过百合花间接销售的颜料，百合科莱

恩将其销售给科莱恩集团后，由科莱恩集团转销售给百合花并最终由百合花对外销售。

百合花生产的各类颜料也会由百合花销售给科莱恩集团，由其对外销售。

百合科莱恩向科莱恩集团采购的内容主要为助剂、中间体和基础化工原料。

百合花及控股子公司杭州彩丽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丽化工” ）向科莱恩集团采购的内容主要为少量特殊性能规格的颜料。

（2）2018年度，公司、子公司与科莱恩集团之间的商品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百合科莱恩单体报表

百合科莱恩对科莱恩集团销售收入 500,664,335.09

其中：科莱恩集团渠道的销售收入 360,626,370.57

其中：百合花渠道的销售收入 140,037,964.52

百合花母公司报表 百合花对科莱恩集团销售收入 140,925,383.68

百合进出品公司报表 百合进出口对科莱恩集团销售收入 21,009,782.20

合计 662,599,500.97

合并抵销销售收入 140,037,964.52

百合花合并报表（抵销后）

对科莱恩集团销售收入 522,561,536.45

其中：百合科莱恩销售 360,626,370.57

其中：百合花销售 140,925,383.68

其中：百合进出口销售 21,009,782.20

百合科莱恩生产、通过百合花间接销售的颜料，系由百合花直接向百合科莱恩下订单生产、百合科莱恩将货物直接发送至百合花仓库再由百合花对外销

售，百合花拟采购颜料的规格、数量在百合科莱恩安排生产以及出售给科莱恩集团前都已确定，其最终目的就是由百合花购回再对外销售。 根据实质重于形

式原则，百合花认为上述交易实质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交易，因此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对于此部分交易进行合并抵销（以下简称“间接销售合并抵销” ）处理：

以百合科莱恩销售给科莱恩集团的金额（百合花间接销售的颜料所对应的部分）抵销合并报表营业收入，同时抵销合并报表营业成本。

间接销售合并抵销前，百合花、子公司2018年度对科莱恩集团的销售收入金额合计为662,599,500.97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Clariant（Singapore）Pte.Ltd 销售颜料 271,405,702.41

科莱恩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颜料

357,711,803.23����357,

711,803.23

Clariant�Produkte（Deutschland）GmbH 销售中间体

21,009,782.20������21,

009,782.20

ClariantBohaiPigmentPreparations（Tianjin）Ltd. 销售颜料 8,410,695.57

Clariant（Argentina）S.A. 销售颜料

956,996.87��������956,

996.87

ClariantMasterbatches（SaudiArabia）Ltd. 销售颜料 764,220.41

ClariantColorquimica（Chile）Ltda. 销售颜料

744,551.47��������744,

551.47

Clariant（Guatemala）S.A. 销售颜料

723,807.84��������723,

807.84

Clariant（Brazil）S.A. 销售颜料

645,766.66��������645,

766.66

科莱恩色母粒（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颜料

143,306.37��������143,

306.37

Clariant�S.A. 销售颜料

81,999.34���������81,

999.34

Clariant（Mexico）S.A.deC.V 销售颜料

868.59������������868.59������������

868.59

ClariantChemicals（China）Ltd. 销售颜料 0.01��������������0.01

合计

662,599,500.97���662,

599,500.97

间接销售合并抵销后，百合花、子公司2018年度对科莱恩集团的销售收入金额合计为522,561,536.45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Clariant（Singapore）Pte.Ltd 销售颜料 271,405,702.42

科莱恩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颜料 217,673,838.71

ClariantProdukte（Deutschland）GmbH 销售中间体 21,009,782.20

ClariantBohaiPigmentPreparations（Tianjin）Ltd. 销售颜料 8,410,695.57

Clariant（Argentina）S.A. 销售颜料 956,996.87

ClariantMasterbatches（SaudiArabia）Ltd. 销售颜料 764,220.41

ClariantColorquimica（Chile）Ltda. 销售颜料 744,551.47

Clariant（Guatemala）S.A. 销售颜料 723,807.84

Clariant（Brazil）S.A. 销售颜料 645,766.66

科莱恩色母粒（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颜料 143,306.37

Clariant（Colombia）S.A. 销售颜料 81,999.34

Clariant（Mexico）S.A.deC.V 销售颜料 868.59

ClariantS.A. 销售颜料

合计 522,561,536.45

（3）2018年度，公司、子公司与科莱恩集团之间的商品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度

百合花母公司报

表

百合科莱恩生产、科莱恩集团转销售给百合花的颜料金额 143,363,873.72

百合花母公司报

表、百合科莱恩和

百合花单体报表

百合花、百合科莱恩和彩丽化工对科莱恩集团采购特殊性能颜料、助剂等 12,110,218.09

合计 155,474,091.81

合并抵销采购金额 140,037,964.52

百合花合并报表

（抵销后）

对科莱恩集团采购金额 15,436,127.29

其中：百合科莱恩生产、科莱恩集团转销售给百合花的颜料，百合花承担的转采购成本（即

科莱恩集团该部分业务毛利）

3,325,909.20

其中：百合花、百合科莱恩和彩丽化工对科莱恩集团采购特殊性能颜料、助剂等 12,110,218.09

2018年度，百合花、子公司向科莱恩集团采购金额合计为155,474,091.81元，经合并抵销后（即将百合科莱恩对科莱恩集团的销售金额（百合科莱恩生

产、科莱恩集团转销售给百合花的颜料对应的部分）从采购额中抵销，但百合花承担的转采购成本（即科莱恩集团该部分业务毛利）不抵销），百合花合并报

表对科莱恩集团的采购金额为15,436,127.29元。

间接销售合并抵销前，百合花、子公司2018年度对科莱恩集团的采购金额合计为155,474,091.81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Clariant�Chemicals（China）Ltd. 采购颜料 86,878.00

Clariant�Plastics�＆ Coatings�AG 采购原材料 10,831,021.68

科莱恩丰益脂肪胺（连云港）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980,100.00

科莱恩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颜料 143,576,092.13

合计 155,474,091.81

间接销售合并抵销后，百合花、子公司2018年度对科莱恩集团的采购金额合计为15,436,127.29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科莱恩涂料（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538,127.61

Clariant���Plastics�＆ Coatings�AG 采购原材料 10,831,021.68

科莱恩丰益脂肪胺（连云港）有限公司 采购原材料 980,100.00

Clariant�Chemicals（China）Ltd. 采购商品 86,878.00

合计 15,436,127.29

2、关联担保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存在关联担保的情况，除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外，其余关联担保系百合花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合花控股” ）及陈

立荣与陈建南无偿为公司提供的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债务

金额

担保债务

起始日

担保债务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履

行完毕

百合花控股有限公司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350.682 2018.6.12 2019.6.17 否

陈立荣、陈建南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2018.8.13 2019.8.6 否

3、存款业务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度

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存款利息 133.30

支付手续费 26.20

（三）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2019年度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的比例

本年年初至2月末

与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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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颜料 科莱恩集团

间接销售合并抵销

前，百合花、子公司对

科莱恩集团的销售收

入金额合计不超过

7.2亿元

不超过40% 82,876,606.13

641,589,

718.77

34.68%

1、受基础原材料价格

上涨影响， 高性能颜

料价格预计小幅提

高；2、 预计对科莱恩

集团的销量有望增

加；

销 售 中 间

体

科莱恩集团 不超过0.6亿元 不超过60% 0.00 21,009,782.20 25.23%

公司2018年新增色酚

系列中间体的产能，

其主要客户为科莱恩

集团

采购颜料 科莱恩集团

间接销售合并抵销

前，百合花、子公司对

科莱恩集团的采购金

额合计不超过1.8亿

元

不超过70% 17,359,897.58

143,576,

092.13

83.45% -

采 购 原 材

料

科莱恩集团

百合花、子公司对科

莱恩集团的采购金

额合计不超过1,800

万元

不超过2% 149,836.21 11,897,999.68 1.03% -

存款业务

浙江萧山湖

商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存款利息不超过1万

元；支付手续费不超

过1万元

- -

存款利息31.63

元；

支付手续

费10.40元

- -

注：销售颜料、采购颜料、采购原材料占同类业务的比例的分母为间接销售合并抵销前的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科莱恩集团

科莱恩是全球领先的精细化工生产企业，业务包括保健化学品、催化剂及能源、自然资源、塑料和涂料（其中包括颜料）四大板块，为全球前三大颜料生产

厂家之一。 科莱恩注册地位于瑞士，并于1995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科莱恩系百合科莱恩的外方投资者，占百合科莱恩的股权比例为49%。

科莱恩控制的子公司中与百合花及下属子公司存在交易的公司包括：Clariant� Chemicals（China）Ltd.、Clariant� Plastics� ＆ Coatings� AG、科莱恩丰

益脂肪胺 （连云港） 有限公司、 科莱恩涂料 （上海） 有限公司、Clariant� Bohai� Pigment� Preparations （Tianjin）Ltd.、Clariant� S.A.、Clariant�

Masterbatches（SaudiArabia）Ltd.、Clariant（Argentina）S.A.、Clariant� Colorquimica（Chile）Ltda.、Clariant（Colombia）S.A.、Clariant（Guatemala）

S.A.、Clariant（Singapore）Pte.� Ltd。

2、百合花控股有限公司

百合花控股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成立于2011年7月15日，目前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陈立荣、陈鹏飞、陈卫忠、王迪明分别持有50%、25%、15%、10%的股

权比例。 百合花控股住所为杭州市萧山区河庄街道一工段，法定代表人为陈立荣，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经销：纺织品、轻纺原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百合花控股总资产为75,347.28万元，净资产为52,223.70万元；2018年实现收入2,274.27万元，实现净利润1,891.66万元。 （单体

报表，经审计）

3、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是由浙江南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百合花共计15名发

起人于2013年8月5日发起设立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业务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一般经营项目：无；住所为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市心北路229号，法定代表人为郭樑，注册资本为42,000万元，

实收资本为42,000万元，其中百合花出资1,57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75%。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52,296.36万元，净资产为49,335.42万元；2018年实现收入7,379.24万元，实现净

利润2,369.45万元。 （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作为持有百合花子公司百合科莱恩49%股权且具有重大影响的少数股东科莱恩及其控股子公司（即科莱恩集团）被确认为公司的关联方，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五）款、《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百合花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

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公司，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四条第（七）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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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莱恩是全球领先的精细化工生产企业，业务包括保健化学品、催化剂及能源、自然资源、塑料和涂料（其中包括颜料）四大板块，为全球前三大颜料生产

厂家之一。 科莱恩注册地位于瑞士，并于1995年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自科莱恩集团和公司、子公司发生交易以来，履约情况良好。

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与其发生的存款业务金额较小，履约情况良好。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公司、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价格均系参考市场价格等因素协商确定。 公司将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司的实际需

要，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或订单。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百合花和科莱恩集团进行战略合作，开拓了公司国际化视野，提高了公司技术水平，拓展了公司销售渠道，有效促进了公司业务持续、稳定的发展。

公司控股股东百合花控股有限公司为支持公司发展而无偿为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提高公司信用，从而促进业务发展。

公司与浙江萧山湖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存款业务金额较小，系正常业务所需。

该等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定价合理、公允，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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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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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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

[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百合花” ）2018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615号” 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

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人民币普通股（A股）5,625万元，每股面值1元，其中发行新股4,500万股，老股转让1,125万股，每股发行价格10.60元，募集资金总

额（不含老股转让）为人民币477,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43,240,235.85元（不含税金额，含税金额为45,702,5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433,759,764.15元。 上述资金已于2016年12月14日全部到位， 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6年 12月 14日

“XYZH/2016SHA10219” 号报告审验。

（二） 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本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不含老股转让）为人民币477,000,000.00元，前期以募集资金支付保荐机构发行费用34,000,000.00元（含税金额），其他发行费

11,702,500.00元（含税金额），以募集资金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金额69,843,200.00元，募投项目支出金额50,291,340.55元，

募投项目补充流动资金金额86,000,000.00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额为1,683,512.62元。

2017年1月13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含2.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

类产品，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支出总计为4.2亿元，收回理财本金2亿元及理财收益1,433,

783.67元，理财产品投资余额为2.2亿元。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226,846,472.07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银行活期存款6,846,

472.07元，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220,000,000.00元。

（三） 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2018年度，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32,213,888.36元，其中募投项目支出金额为24,253,288.36元，用于补充铺底流动资金 7,960,600.00元；2018年收

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额为12,849,805.31元。

2018年1月31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限的

议案》，同意公司延长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5亿元（含2.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延长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截止2018年12月

31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支出总计为5.85亿元，收回理财本金6.25亿元及理财收益12,630,169.14元，同时自募集资金账户转出理财收益12,630,

169.14元，理财产品投资余额为1.8亿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207,482,389.02元 （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其中银行活期存款27,

482,389.02元，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180,000,000.00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经本公司

2013年5月22日召开的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2016年12月29日，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江支行、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东支行及保荐机构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

以保证专款专用。 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止，《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其中：利息收入

活期存款 理财产品 合计

工商银行江东

支行

百合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12020904299

00099001

4,106,124.31 20,000,000.00 24,106,124.31 1,567,107.36

中信银行临江

支行

百合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81108010131

00826803

5,961,915.31 120,000,000.00 125,961,915.31 8,561,915.31

浦发银行江东

支行

百合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95150154740

003118

17,414,349.40 40,000,000.00 57,414,349.40 4,404,295.26

合计 27,482,389.02 180,000,000.00 207,482,389.02 14,533,317.93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

（二）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2017年置换募投项目资金6,984.32万元，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年12月21日“XYZH/2016SHA10227” 号报告审验。

（三）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 2018年 12月31日，公司已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金额为 18,0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 期限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回

本金

实际取得收益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 率结构 22864�期人 民

币结构性理财产 品【C180S0164】

10,000.00 2018-11-16-2019-5-22 4.00%

报告期内

未到期

报告期内未到

期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固定持有期

（1101168902）

4,000.00 2018.11.16-2019.2.14 4.15%

报告期内

未到期

报告期内未到

期

中国工商银行保本 型法人 182�天稳利 人

民币理财产品（WL182BBX）

2,000.00 2018.8.17-2019.2.14 3.35%

报告期内

未到期

报告期内未到

期

中信理财之共赢 利率结构 23265�期人民

币结构性 理财产品【C185R0165】

2,000.00 2018�.12.14-2019.3.27 4.00%

报告期内

未到期

报告期内未到

期

合计 18,000.00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五） 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实施主体的情况。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其他违规行为。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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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百合花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百合花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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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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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附件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名称：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货币单位：万元

证券代码：

603823

证券简称：百合花 公告编号：

2019-021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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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和存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615号）批准，百合花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5,625万股，其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新股4,500万股，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1,125万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6元/股，公司募集资金总额

（不含老股转让）为人民币477,00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43,240,235.85元（不含税金额，含税金额为45,702,5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433,759,764.15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16年 12月 14日全部到位 ， 并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6年 12月 14日

“XYZH/2016SHA10219” 号报告审验。

（二）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4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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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使用不超过8,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实际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公司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用本次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年产8,000吨高性能与环保型有机颜料项目 34,529.75 34,529.75

补充流动资金 8,600.00 8,600.00

合计 43,129.75 43,129.75

三、募集资金使用结余情况

公司制定了《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和保荐机构银河证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江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江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江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使用结余及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其中

：利息收入

活期存款 理财产品 小计

工商银行江东支行 1202090429900099001 4,106,124.31 20,000,000.00 24,106,124.31 1,567,107.36

中信银行临江支行 8110801013100826803 5,961,915.31

120,000,

000.00

125,961,915.31 8,561,915.31

浦发银行江东支行 95150154740003118

17,414,

349.40

40,000,000.00 57,414,349.40 4,404,295.26

合计

27,482,

389.02

180,000,

000.00

207,482,389.02 14,533,317.93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募投项目进展情况，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公司部分募集资金仍将闲置。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提高公司

的盈利能力，在确保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

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

建设需要或进度，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 本次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2019年4月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

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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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3、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属于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度，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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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百合花使用不超过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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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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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

意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8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拟

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本次修改前的原文内容 本次修改后的内容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有机颜料（永固类、立索尔洋红、

杂环类、酞菁兰），中间体（2，3酸、色酚系列、DB-70、DMSS）（除

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销售：有机颜料（永固类、立索尔洋

红、杂环类、酞菁兰），中间体（2，3酸、色酚系列、DB-70、DMSS）

（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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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有机颜料（永固类、立索尔洋红、

杂环类、酞菁兰），中间体（2,3酸、色酚系列、DB-70、DMSS、4625、

AS-IRG），副产（亚硫酸钠、硫酸钠、盐酸）（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

毒化学品）。 销售：有机颜料（永固类、立索尔洋红、杂环类、酞菁

兰），中间体（2,3酸、色酚系列、DB-70、DMSS、4625、AS-IRG），

副产（亚硫酸钠、硫酸钠、盐酸）（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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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上修订条款外，其他未涉及处均按照原章程规定不变。

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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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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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4月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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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了变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

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

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并要求境内上

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 公司根据财会[2018]15�号准则的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了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原“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和“其他应收款”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 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 和“固定资产” 项目归并至“固定资产” 项目；

（4）原“工程物资” 和“在建工程” 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 项目；

（5）原“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和“其他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项目；

（7）原“专项应付款” 和“长期应付款” 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项目。 2、利润表项目

（1）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 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 项目；

（2）在“财务费用” 项目下新增“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

（3）“其他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行项目、“营业外支出” 行项目核算内容调整。

（二） 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具体情况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

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会[2018]15号准则的相关要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资产总

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2、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 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

行会计报表披露。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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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要求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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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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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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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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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一场公司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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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9日

至2019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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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9

《关于2019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公司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

10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和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2

《关于制定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回报规划 （2019-2021）〉 的议

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决议公告已刊登在指定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0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百合花控股有限公司、陈立荣、陈鹏飞、陈卫忠、王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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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823 百合花 2019/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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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它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邮件方式进行登记，须在登记时间2018年4月26日下午5点前送达，传真或邮件登记须附上上述（1）、（2）款所列的证明材料复

印件，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授权委托书格式参见附件1。

2、登记时间：2018年4月26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2:00—5:00。

3、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一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大会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签到入场。

3、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农一场

邮 编：311228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1-82965995

传 真：0571-82965995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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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4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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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 《关于公司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9 《关于2019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子公司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和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2 《关于制定〈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回报规划（2019-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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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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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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号———化工》的要求，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 2018年度主要经营

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1至 12月 产量（吨） 2018�年 1至 12月 销量（吨） 2018�年 1至12月 销售金额（万元）

永固黄系列 9318.16 9062.77 50018.95

立索尔红57:1系列 6635.74 6465.95 17743.04

永固红系列 5567.25 5282.93 38491.08

色淀红53：1系列 3998.79 3719.76 12534.69

喹吖啶酮系列 952.79 773.77 13847.42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1至12月平均售价（元/吨） 2017年1至12月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率（%）

永固黄系列 55191.64 45051.23 22.51%

立索尔红57:1系列 27440.72 23139.26 18.59%

永固红系列 72859.34 66373.43 9.77%

色淀红53：1系列 33697.55 29245.93 15.22%

喹吖啶酮系列 178960.62 156364.3 14.45%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1至 12月平均进价（元/吨） 2017年1至 12月平均进价（元/吨） 变动比率（%）

乙萘酚 13815.52 11532.96 19.79%

3,3双氯联苯胺 28668.74 18574.63 54.34%

CLT-酸 30541.79 28546.97 6.99%

色酚AS-IRG 85924.14 71792.7 19.68%

4B酸 10840.39 8589.6 26.20%

2B酸 28880.77 15769.88 83.14%

四、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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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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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百合花” ）A股股票（证券代码：603823， 证券简称：百合花）交易价格于2019年4月2

日、2019年4月3日和2019年4月4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 公司已于2019年4月4日披露了 《关于股票异常波动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3），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019年4月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继续上涨10.00%。 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

波动较大，现将风险提示如下：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营有机颜料及颜料中间体的研发与销售，不涉及染料生产；

2、公司不定期的会根据原材料的变动及市场情况适时调整产品价格，目前公司颜料产品价格相对稳定，下游需求端未发生大的变化；

3、公司原材料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在70%以上，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有明显的影响，并会影响到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性和稳定

性，敬请投资者注意原材料价格变动对公司经营的风险；

4、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截至2019年4月8日，公司市盈率TTM为32.43倍，静态市盈率为48.19倍。 化工板块市盈率TTM为21.93

倍，静态市盈率为24.45倍（数据来自同花顺软件），公司市盈率水平与同行业平均比相对较高。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风险提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百合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