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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郭天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会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国锋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999,608,649.43 2,774,020,020.49 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54,289,183.01 1,616,053,420.65 8.5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215,391.88 133,744,725.45 -51.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37,597,869.35 1,253,673,199.09 -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4,780,693.32 67,069,648.48 10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3,403,688.16 70,900,765.16 8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00 4.19 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33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3,702.9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64,903.0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

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41,794.7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

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

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2,775.9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426.18

所得税影响额 -266,745.35

合计 1,377,005.16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2,93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末持股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青岛中石大控

股有限公司

57,184,

446

28.21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哲厚新能

源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17,068,

578

8.42 0 未知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二户

3,041,

200

1.5 0 未知 未知

泰康人寿保险

有 限 责 任 公

司－投连－行

业配置

2,602,

216

1.28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六组合

2,407,

294

1.19 0 未知 未知

上海谱润股权

投资企业 （有

限合伙）

2,327,

179

1.15 0 未知 未知

杨惠

2,217,

000

1.0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嘉实环保

低碳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910,

841

0.94 0 未知 未知

陈家春

1,609,

100

0.79 0 未知

境内自然

人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发沪港深新起

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93,

655

0.79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 57,184,446 人民币普通股 57,184,446

北京哲厚新能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7,068,578 人民币普通股 17,068,57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3,04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1,200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连－

行业配置

2,602,216 人民币普通股 2,602,216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407,294 人民币普通股 2,407,294

上海谱润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327,179 人民币普通股 2,327,179

杨惠 2,2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7,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环

保低碳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10,841 人民币普通股 1,910,841

陈家春 1,6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9,1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沪港深

新起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93,655 人民币普通股 1,593,6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232,960,896.20 153,699,807.38 79,261,088.82 51.57

系储备流动资金

需求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99,180,487.74 99,180,487.74 系科目调整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175,507,338.86 -175,507,338.86 -100.00 系科目调整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4,016,595.10 35,846,805.43 48,169,789.67 134.38

系公司预付房屋

款所致

应交税费 42,811,610.92 20,858,941.89 21,952,669.03 105.24

系公司期末应交

增值税和所得税

增加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分析

税金及附加 6,888,988.84 5,126,423.52 1,762,565.32 34.38

系本期缴纳增值税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7,981,950.16 14,372,662.64 -6,390,712.48 -44.46

系本期汇兑损失减

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304,897.15 4,027,486.88 -8,332,384.03 -206.89

系本期转回存货跌

价准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9,840,478.51 353,569.32 29,486,909.19 8,339.78

系本期购买理财产

品浮盈所致

所得税费用 23,620,794.45 14,246,222.72 9,374,571.73 65.80

系本期利润增加所

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原因分析

收到的税费返还 23,164,278.99 15,807,554.58 7,356,724.41 46.54

系公司出口业务增多

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55,644,175.39 39,741,835.35 15,902,340.04 40.01 系本期效益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57,650,851.03 9,722,342.80 47,928,508.23 492.97

系公司预付固定资产

款项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天明

日期 2019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临

2019-025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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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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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

现将公司2019年第一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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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销售收入（人民币千元）

碳酸二甲酯系列 12.65 6.56 564,908.21

甲基叔丁基醚 5.11 6.03 281,132.13

气体 2.17 2.29 88,038.77

注：1、产销量差距部分为内部自用。

2、以上产品销量和销售收入包含本公司贸易数据。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单位：人民币元/吨

产品名称 2019年1-3月平均售价 2018年1-3月平均售价 变动比率（%）

碳酸二甲酯系列 8,613.57 8,566.53 0.55

甲基叔丁基醚 4,662.60 4,901.99 -4.88

气体 3,839.98 4,421.90 -13.16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单位：人民币元/吨

原材料名称 2019年1-3月平均进价 2018年1-3月平均进价 变动比率（%）

原料油 3,982.76 3,697.56 7.71

低压液化气 4,499.03 4,987.46 -9.79

高压液化气 4,454.90 4,803.66 -7.26

丙烯 6,348.39 6,987.64 -9.15

环氧丙烷 8,821.25 10,752.21 -17.96

甲醇 1,947.92 2,369.85 -17.80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等数据未

经审计，也并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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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026

证券简称：石大胜华 公告编号：

2019-026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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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路 198�号石大胜华办公楼 A402�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2,073,6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626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66,149 99.8268 107,500 0.173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66,149 99.8268 107,500 0.173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66,149 99.8268 107,500 0.173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66,149 99.8268 107,500 0.173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66,149 99.8268 107,500 0.173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借款及授信额度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65,149 99.8252 108,500 0.1748 0 0.0000

7、

议案名称： 关于确认公司2018年度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781,703 97.8012 107,500 2.198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为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34,149 99.7752 139,500 0.2248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66,149 99.8268 107,500 0.173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4,781,703 97.8012 107,500 2.9188 0 0.0000

7

关于确认公司2017年

度与关联方之间关联

交易及2018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

议案

4,781,703 97.8012 107,500 2.1988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18年度为

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的预计情况

的议案

4,749,703 97.1467 139,500 2.8533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4,781,703 97.8012 107,500 2.198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 1、7、8、9�项议案对持股5%以下的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2、上述第 7�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青岛中石大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益文、赵世良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何根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莉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闫景斌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142,006,925.52 1,096,547,533.01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34,764,613.59 701,653,295.78 4.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259,192.87 -53,336,987.37 11.4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9,551,523.49 98,433,949.16 6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715,103.81 23,788,673.66 1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744,785.80 18,044,450.25 37.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87 3.75 增加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3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3 0.11 18.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187,535.5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07,175.16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8.8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524,173.77

合计 2,970,318.0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23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南京楷得投资有限公司 84,000,000 38.71 84,000,000 无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56,000,000 25.81 无

南京大器五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700,000 3.55 7,700,000 无

弘京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7,700,000 3.55 7,700,00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

银新能源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58,394 0.44 无

王凌云 424,000 0.20 424,000 无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406,400 0.19 无

杜明伟 396,000 0.18 396,000 无

袁祎 396,000 0.18 396,000 无

北京益普四环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50,000 0.16 无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5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新能源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958,394 人民币普通股 958,394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40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6,400

北京益普四环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299,960 人民币普通股 299,960

吴伯寿 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00

毛玉洁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熊万里 23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600

陈宜忠 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

李雪梅 193,260 人民币普通股 193,2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应收账款 190,062,502.33 135,077,268.84 40.71%

主要系公司工程类收入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6,348,635.52 3,010,077.10 110.91%

主要系预付工程款及供应商

货款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3,292,402.00 1,511,641.97 117.80%

主要系公司增加固定资产投

入所致

短期借款 70,490,000.00 40,490,000.00 74.09%

主要系报告期新增信用贷

3000万元

应付职工薪酬 8,816,232.99 17,974,613.55 -50.95%

主要系支付2018年度年终奖

所致

其他应付款 92,961,529.80 46,596,501.75 99.50%

主要系公司2018年及2019年

股权激励计划所致

库存股 77,825,240.00 34,616,960.00 124.82%

主要系一季度公司实施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159,551,523.49 98,433,949.16 62.09%

主要系公司工程收入的增加

所致

营业成本 101,693,457.12 53,517,339.84 90.02%

主要系公司工程收入的增加

所致

税金及附加 936,352.82 385,381.79 142.97% 主要系公司延期纳税所致

管理费用 7,260,525.47 3,755,647.72 93.32%

主要系股权激励费用摊销所

致

研发费用 5,896,298.88 4,384,018.87 34.50%

主要系股权激励费用摊销所

致

财务费用 659,806.75 -988,250.54 166.77% 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72,469.61 1,474,958.16 -74.75%

主要系收回部分账期较长的

往来

其他收益 1,187,535.51 2,877,558.23 -58.73% 主要系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698.89 20.38 3329.29% 主要系营业外支出略增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774,854.41 621,188.29 346.7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投标

保证金152万元

支付的各项税费 22,147,146.14 6,253,781.48 254.14%

主要系2019年1月及2月延

期纳税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9,179,874.33 4,692,926.24 95.61%

主要系支付2018年度应付

未付的费用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59,000,000.00 -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理财

产品到期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966,513.59 412,648.00 618.90%

主要系公司增加固定资产

投入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269,000,000.00 80,000,000.00 236.25%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购买

理财产品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3,208,280.00 33,005,000.00 30.91%

主要系一季度公司实施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增资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新增

贷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1,769,841.67 主要系公司新增贷款所致

注1：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经营

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调整，该议案

已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经营范围调整主要增加了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机房电子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节能工程的设计与施工、计算机系统集成

的设计与施工等工程业务相关内容，具体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拟变更经营

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

报告期内，公司在工程类业务拓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9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

期增加6111.76万元，增长率为62.09%，主要系报告期内工程类业务收入增长3467.86万元、机房环境

控制领域产品主营业收入增长2687.15万元。

注2：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30万股，公司于2018年3

月8日在中登上海完成登记手续,�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预留部分授予日为2018年11月28日，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登

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6.6万股， 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登记手续。

2019年一季度公司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31.7万股，公

司于2019年3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 报告期内，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

定， 用以换取职工提供的服务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

量。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由授予日公司股票收盘价确定。该公允价值的金额在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

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的情况下，在等待期内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摊

销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

本期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确认的费用总额为539.62万元。 扣除股份支付影响，报告期内净利润

增长率与营业收入增长基本匹配。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情况：

1、2019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

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佳力图机

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及相关事项发表了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张

明燕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国浩律师（南京）事务

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法律意

见书》。

2、2019年1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

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佳力图机

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查〈南

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3、公司自2019年1月23日起通过内网和宣传栏公示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与职务予以公示， 公示时间自

2019年1月23日至2019年2月1日（共计10日），截止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拟

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披露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4、2019年2月18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

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佳力图

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19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9年2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与本次股票激励计划相关的《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

议案》、《关于向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国浩律师（南

京）事务所出具了《关于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授

予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根据《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规定和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

日为2019年2月22日，以6.84元/股的价格向199名激励对象授予631.7万限制性股票。

6、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31.7万股，公司于2019年3月11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公司股本由21,068.6万股增加至21,

700.3万股，公司于2019年3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

登记证明》。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对公司相关年度（2019至2021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 中关于公允价值确定的相关规定， 选择适当的估值模型对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计

算，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019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造成影响。

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根林

日期 2019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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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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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04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苏源大道88号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5,401,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1.612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何根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

东及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

计票，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主持人当场宣布了表

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戴建军先生因公出差，委托独立董事张明燕女士代表其

出席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委托代为进行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李林达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袁祎、财务总监叶莉莉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401,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401,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401,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401,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400,800 99.9998 200 0.000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5,400,800 99.9998 0 0.0000 200 0.0002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15,400,800 99.9987 200 0.0013 0 0.0000

6

关于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15,400,800 99.9987 0 0.0000 200 0.001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5、6。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戴文东、侍文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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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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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4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9年4月17日上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9人，实际出席9人。会议由董事长何根林先生主持，公司部

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公司2019年一季

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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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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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4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2019年4月17日上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5人，实际出席5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珏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

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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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公允的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

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泄漏报告信息的行为。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公司2019年一季

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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