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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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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尹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楚瑞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银增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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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海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贵阳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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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599,951,
338.09

621,589,
602.85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155,676.68

57,434,846.19

-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7,034,082.41

54,545,174.45

-13.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539,190,213.24

630,895,689.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538,970.87

29,486,609.54

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889,644.07

30,381,648.56

-37.83%

-91,706,328.07

-57,965,293.59

-58.21%

营业收入（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54%

39,730,837.79

-152,986,
813.50

125.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04

0.1436

-2.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04

0.1436

-2.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2.93%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3,516,019,
339.76

3,440,865,
24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18,794,
037.00

2,162,638,
360.32

2.18%
2.60%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60,575.08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8,829,1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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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5,558.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31.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25,529.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0,674.06

合计

9,121,594.27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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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21,450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

西藏北航长鹰天启信息科技
其他
有限公司

26.00%

尹兴满

境内自然人

13.20% 52,804,800

叶小青

境内自然人

9.94% 39,750,000

尹强

境内自然人

2.81% 11,250,000

股份状态

104,005,
200

数量
104,005,
200

质押
39,603,600

质押

尹巍

境内自然人

2.80% 11,186,600

上栗县创鼎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51% 10,050,000

孙娜

境内自然人

1.25%

5,000,000

洪高明

境内自然人

1.08%

4,340,053

新疆天成拓展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81%

3,245,000

王昱

境内自然人

0.61%

2,440,000

1,520,000

8,389,95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股份种类

数量

104,00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005,
200

叶小青

39,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50,
000

尹兴满

13,2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01,
200

尹强

1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50,
000

西藏北航长鹰天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50,
000

孙娜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洪高明

4,340,053 人民币普通股

4,340,053

新疆天成拓展投资有限公司

3,2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45,000

上栗县创鼎投资有限公司

尹巍

2,796,650 人民币普通股

2,796,650

王昱

2,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40,000

尹兴满与叶小青系夫妻关系；尹巍与尹强系尹兴满与叶小青之子。 尹巍
出资占上栗县创鼎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除上述表述外，公司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无限售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不适用
明(如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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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8,848,646.31

6,567,186,092.86

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91,035,922.16

3,076,735,214.43

16.72%

单位：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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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尹 巍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64
证券简称：长鹰信质
公告编号：2019-023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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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
于2019年4月24日下午13:00在公司九号楼522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
长尹巍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通讯方式发出。 本次会
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其中董事长尹巍先生、董事秦祥秋先生和董事徐正辉先生出席现场会
议，其他董事均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与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的董事表决，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等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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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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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召开情况：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
会议” )于
2019年4月24日在公司九号楼511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5日以专人送达、传真或电子
邮件等通讯方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陶开江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等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长鹰信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4日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42,906.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2019-0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567.97

合计

12,649,326.80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1,71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469,798,393.40

460,265,467.15

2.07%

20,933,229.41

20,033,739.43

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253,678.19

18,252,241.37

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314,238.04

103,714,238.47

-3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0%

0.89%

本报告期末

0.01%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元）

3,462,676,184.34

3,444,996,305.72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25,972,548.20

2,305,039,318.79

0.9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说明

43,972.4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1,412.1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30,410.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358.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2,766.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836.57

合计

1,679,551.2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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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隆基集团有 限 境内非国有 法
公司
人
泰 达 宏 利 基
金 － 民 生 银
行 － 天 津 信
托－天津信托· 其他
优选定增2号集
合资金信托 计
划

持股比例
42.24%

3.44%

持股数量
175,771,440

13.05%

150,663,000

112,997,250 质押

148,920,000

境内自然人

11.22%

129,510,000

0 质押

80,924,000

三亚大兴集 团 境内非国有 法
有限公司
人

8.24%

95,132,742

0 质押

95,130,000

张艺林

境内自然人

5.61%

64,740,000

0 质押

64,740,000

夏兴兰

境内自然人

4.32%

49,846,155

0 质押

34,890,000

徐湛元

境内自然人

4.00%

46,191,906

46,191,906

邓雁栋

境内自然人

3.81%

43,938,918

43,938,642

李志杰

境内自然人

3.10%

35,813,148

35,813,148

仇国清

境内自然人

2.88%

33,230,769

0

梁钊健

境内自然人

2.07%

23,875,432

23,875,43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数量

8,709,677

民 生 加 银 基
金 － 建 设 银
行－华鑫 国际
信 托 － 华 鑫 信 其他
托·智 选 9 号 证
券投资集合 资
金信托计划

1.06%

4,394,071

唐岩

境内自然人

0.98%

4,096,590

李亨堃

境内自然人

0.98%

4,096,590
4,087,410

冯活灵

4,087,410
3,016,780

李玉华

境内自然人

0.51%

2,140,400

孙亮

境内自然人

0.47%

1,937,929

0.42%

1,746,600

95,132,742 人民币普通股

95,132,742

张艺林

64,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740,000

夏兴兰

49,846,155 人民币普通股

49,846,155

张海林

37,665,750 人民币普通股

37,665,750

仇国清

33,230,769 人民币普通股

33,230,769

三亚厚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61,948 人民币普通股

11,061,94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43,897 人民币普通股

4,743,89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治
核心 成长混合 型 证券投 资 基金
（LOF）

4,362,624 人民币普通股

4,362,624

王永胜

3,73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73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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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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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司为张海林、张艺林共同控制的企业。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不适用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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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39,023,540.77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22,366,471.47
8,592,240.17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175,771,440

泰达宏利基金－民生银行－天津
信托－天津信托·优选定增2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4,322,968 人民币普通股

14,322,968

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行－天津
信托－天津信托·优选定增8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8,709,677 人民币普通股

8,709,677

民生加银基金－建设银行－华鑫
国际信托－华鑫信托·智选9号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394,071 人民币普通股

4,394,071

变动原因

74.47% 主要系预付的材料款增加所致
-100.00% 按照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分类转出所致
100.00% 按照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分类转入所致

其他应付款

42,869,065.09

382,812,825.25

预计负债

11,908,763.44

7,492,359.04

资本公积

1,643,379,702.61

1,244,181,977.75

-88.80%

主要系支付广东绿润原股东股权转让款所
致

58.95% 主要系计提绿化工程养护费用增加所致
32.09% 主要系发行股份增加资本公积所致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主要系本期收回部分账期较长应收款项
导致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2,699,331.91

4,955,790.98

-154.47%

-110.30% 主要系对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246,297.59

2,391,038.45

15,987,354.00

-

2,217,304.35

891,885.76

营业外支出

742,691.58

2,085,271.12

所得税费用

16,257,563.21

10,286,785.14

100.00%

主要系转让中转站固定资产取得收益所
致

148.61% 主要系收取的合同违约金收入增加所致
-64.38% 主要系处置的固定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58.04% 主要系应纳所得税增加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3,016,780 人民币普通股

3,016,780

2,14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0,400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51,807.15

42,965.22

2,813.54% 主要系收到的增值税退税增加所致

1,937,929 人民币普通股

1,937,929

63,475,700.51

27,086,343.87

134.35% 主要系收到退回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西藏富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1,74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6,600

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69,063,614.27

50,967,937.99

35.50% 主要系支付的增值税及附加税增加所致

4,000,000.00

-

100.00% 主要系收到转让子公司股权款增加所致

21,020,
908.00

-

100.00%

38,152,892.51

146,947,
762.23

-74.04%

主要系对PPP项目的投入减少所致

273,600,000.00

-

100.00%

主要系支付并购广东绿润原股东股权款所
致

100.00%

主要系取得子公司支付的现金净额减
少所致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无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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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2019年3月期末金额较2018年12月期末金额降低42.53%，主要是由于本期使用应收
票据支付货款所致；
2、其他应收款2019年3月期末金额较2018年12月期末金额增加119.62%，主要是由于应收劳动保
险事业处的职工医疗金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2019年3月期末金额较2018年12月期末金额增加34.28%，主要是由于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4、递延收益2019年3月期末金额较2018年12月期末金额增加35.26%，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5、递延所得税负债2019年3月期末金额较2018年12月期末金额增加51.25%，主要是由于本期公
司享受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所致；
6、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减少85.19%，主要是由于本期需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
所致；
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减少36.06%，主要是由于本期购买商
品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8、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额较上期发生额增加53.54%，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取
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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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
时间

承诺内容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
诺
关于同业
竞争、关
张乔敏、 联 交 易 、
张海燕 资 金 占 用
方面 的 承
诺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不在任何地方以
任何方式自营与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相同或相似的
经营业务， 不自营任何对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
及拟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类同项目或功能上具
有替代作用的项目，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投资与股份
公司及其子公司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 从而确保避免对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
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2010
年 03 长 期 严 格
履行
月 05 有效
日

关于同业
竞争、关
隆基集
联交易、
团有限
资金占用
公司
方面 的 承
诺

隆基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将不在任何
地方以任何方式自营与隆基机械及其子公司相同或
相似的经营业务， 不自营任何对隆基机械及其子公
司经营及拟经营业务构成直接竞争的类同项目或功
能上具有替代作用的项目，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投资
与隆基机械及其子公司经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 从而确保避免对隆基机械及其子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2010
年 03 长 期 严 格
履行
月 05 有效
日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说
明 未 完 成 履 行 的 具 不适用
体原因及下一步的
工作计划

175,771,440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比例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数量
129,510,000

三亚大兴集团有限公司

李玉华

11,666,7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129,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孙亮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0.73%

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4,096,590 人民币普通股
4,087,410 人民币普通股

股权激励承诺

五矿国际信 托
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股东名称

唐岩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2.09%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项

李亨堃

14,322,968

民 生 加 银 基
金 － 平 安 银
行 － 天 津 信
托－天津信托· 其他
优选定增8号集
合资金信托 计
划

西藏富通达 投 境内非国有 法
资有限公司
人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数量

境内自然人

资产减值损失

隆基集团持有公司42.24%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张乔敏先生、张海燕女士分别
持有隆基集团61.89%、38.11%的股权；张乔敏先生与张海燕女士为父女关系，从而合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计间接持有公司42.24%的股份，张乔敏先生、张海燕女士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以
说明
上情况外，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
上年同期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冯活灵

营业外收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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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

张海林

资产处置收益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投资收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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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海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德生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海燕
2019年4月25日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19-004

《海南瑞泽：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2019年01月17日
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
cn）

《海南瑞泽： 关于公司被认定为海南省总部企业 的公
2019年02月20日
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
cninfo.com.cn）， 公 告 编 号
2019-010

2019年02月28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19-016

《海南瑞泽： 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圣华旅游产业有限公
2019年03月01日
司签署马术文化小镇项目合作合同的公告》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19-017

《海南瑞泽：关于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

2019年03月23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19-026

《海南瑞泽：关于马术文化小镇项目合作的进展公告》

2019年03月29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19-029

《海南瑞泽：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

4,265,260.07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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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款项

重要事项概述

《海南瑞泽：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资金的
2019年01月16日
公告》

《海南瑞泽：2018年度业绩快报》

1,152,884.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造马文化主题旅游，布局文化旅游产业。 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海南圣华旅游产业有限公司签署马术文化小镇合作合同的议案》。 2月28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圣华旅游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圣华旅游” ）与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市跃华马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海垦·南田马术文化小镇项目合作合同》，各方就
共同合作开发海垦·南田马术文化小镇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 ）达成战略合作。 项目概算投资额为
人民币30亿元，项目建设期为72个月。 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合作项目。
2019年3月22日， 本项目的项目公司海南瑞神骥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
取得了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 其中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40%股份，圣华旅游持有项目公司30%股份，深圳市跃华马术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持有项目公司30%股
份。
2019年3月28日，海垦·南田马术文化小镇项目已获得《海南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四）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
为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公司于2019年3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或董事会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本次债券的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含5年）。 公司于2019年4月8日
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将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申报文件报送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上述事项的具体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说明

15,863,039.9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其他权益工具
8,592,240.17
投资

证券代码：002363

-0.3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项目

项目

1.26%
上年度末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股东名称

0.88%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公告编号：2019-053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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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收回投资收 到的现
金
处置固定资 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
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净额
购建固定资 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
金净额

主要系收到处置中转站固定资产款所
致

-

-107,441,
841.90

吸收投资收 到的现
金

464,999,989.36

10,010,000.00

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
金

114,650,000.00

54,586,000.00

110.04% 主要系取得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 付的现
金

166,861,543.79

27,465,216.27

507.54% 主要系偿还对外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 利 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25,487,426.06

18,442,246.76

支付其他与 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4,403,258.58

6,607,750.59

4,545.35% 主要系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增加所致

38.20% 主要系支付利息增加所致

117.98% 主要系偿还实际控制人借款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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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8年1月23日，公司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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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的批复》。 2018年1月30日公司完成了本次重组标的资产过
户手续，江西绿润、江门绿顺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通过直接/间接方式合计持有广东绿润100%股
权。 2018年2月1日，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90,130,548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完毕，并于2018年2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9年1月，公司完成了本次重组配套募集资金部分的非公开发行工作，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3,564,012股，每股发行价格5.78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2,
999,989.36元，扣除发行费用18,000,000.00元后，实际到账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464,999,989.36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9年1月8日出具了信会
师报字[2019]第ZI10002号《验资报告》。 同日，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9年1月11日，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83,564,012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完毕，并于2019年1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重大合同进展情况
1、东岸湿地公园项目
2016年6月29日， 三亚市园林环卫管理局与公司全资子公司大兴园林签署了 《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双方就东岸湿地公园项目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约定由大兴园林作为东岸湿地公园项
目工程的施工单位，合同金额为人民币3.13亿元（含补充协议）。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项目累计完成工程进度3.13亿元；本工程截至2019年3月31日已累计收款
1.98亿元。
2、思南郝家湾项目
2017年2月8日， 公司收到大兴园林与发包方贵州乌江石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就中标项目签署的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各方就思南县郝家湾古寨旅游扶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
商一致：约定项目工期约11个月；项目投资估算约4.62亿元，大兴园林负责除古寨保护工程以外的3.37
亿元（据招标文件）。 由于项目部分工作面拆迁延期，导致部分房建及配套工程延期，大兴园林与发包
方贵州乌江石林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达成新的约定，项目合同在2019年6月30日以前全面完成，完工验
收后根据合同约定申请进度款。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项目已累计完成工程进度2.96亿元，本工程截至2019年3月31日已累计收
款0.098亿元。
3、罗甸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
2017年10月16日，大兴园林收到罗甸县林业局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大兴园林作为联合体
牵头人，与联合体成员东方天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
罗甸县旅游基础设施建设PPP项目” 的中标人。
本项目合同价格8.63亿元（最终合同金额以财政评审金额为准），项目施工期限24个月。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项目已累计完成工程进度3.93亿元；本工程截至2019年3月31日已累计收
款1.79亿元。
4、六枝特区关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扶贫PPP项目
2018年8月7日， 大兴园林收到贵州睿易达国际商务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发来的 《中标通知
书》，确定大兴园林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联合体成员海南津杭设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东方天域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为贵州省六枝特区关寨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扶贫PPP项目的中标人。 本项目采购预算金
额人民币6.09亿元，服务时间20年。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项目已累计完成工程进度1.74亿元。
5、三亚市崖州区梅联社区镇海村滨海地带生态修复工程项目
2018年12月25日， 大兴园林收到招标方三亚市创意新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发来的 《中标通知
书》，确定大兴园林中标“
三亚市崖州区梅联社区镇海村滨海地带生态修复工程项目（设计、施工）总
承包” ，中标价格7,183.48万元，项目工期：360天。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项目累计完成工程进度0.27亿元；本工程截至2019年3月31日已累计收款
0.18亿元。
6、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PPP项目
2018年1月9日， 大兴园林与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联合中标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
程PPP项目（北岸：老口枢纽-托洲大桥、北岸：蒲庙大桥-邕宁枢纽）。 PPP项目建设工程投资额84,
675.85万元，项目合作期限20年零3个月（含建设期1年3个月）。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项目已累计完成工程进度1.13亿元；本工程截至2019年3月31日已累计收
款0.83亿元。
7、鹤山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PPP项目
2018年3月6日，广东绿润收到广州市永隆工程造价咨询事务所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确定广东绿润中标“
鹤山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PPP项目” 。 本项目预算总金额约为人民币49,
300万元，可用性服务费为人民币9,201万元，垃圾处理服务费单价为人民币124元/吨，合作期限20年
（含建设期和运营期）。 2018年4月20日，公司收到PPP项目公司鹤山市绿盛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与鹤山
市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就上述中标项目签署的《鹤山市马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减量化PPP项目合同》。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项目累计实现营业收入869.25万元。
8、肇庆市端州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采购端州区环卫清运保洁服务新增面积项目
2018年4月25日，广东省政府采购网发布了“肇庆市端州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采购端州区环卫清
运保洁服务新增面积项目的中标公告” ，广东绿润作为第一中标人，中标端州区环卫清运保洁服务新
增面积项目中的西片区新增清运保洁面积，中标、成交金额：人民币7,356,588.00元/年；单价：人民币
6.58元/年/平方米；服务要求：自合同约定的执行时间起至2027年2月28日止（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2018年6月14日，公司收到广东绿润与肇庆市端州区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就上述中标项目签署的《广东
省肇庆市端州区政府采购合同书》。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项目累计实现营业收入5,914.56万元。
（三）合作开发海垦·南田马术文化小镇项目
为充分利用海南省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充分依托三亚当地丰富的旅游业态和产品，打

2019年03月29日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19-034

《海南瑞泽： 关于转让南山码头中转站使用权及转卖中
2019年03月29日
转站生产作业设备的公告》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19-041

《海南瑞泽：2018年年度报告》

巨 潮 资 讯 网（www.cninfo.com.
cn）

2019年03月29日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
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 计入权益的累计 报告期内
值变动损益 公允价值变动 购入金额

报告期
内
售出金
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
源

其他

10,000,
000.00

0.00

0.00

0.00

0.00

-1,407,
759.83

8.592,
自筹
240.17

合计

10,000,
000.00

0.00

0.00

0.00

0.00

-1,407,
759.83

8.592,
240.17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海林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19-054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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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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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海林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出席会议董事9人，其中冯儒先生、陈健
富先生采用通讯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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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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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会计准
则》、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深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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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编制过程中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
错报，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实际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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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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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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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2019-055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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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通知于
2019年4月18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及其他相关出席人员，并于2019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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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与会监事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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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季度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审议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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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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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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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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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4日，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
根据财政部2017年修订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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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
准则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鉴于上述相关企业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需要进行相
应变更。
2、变更日期
公司依据财政部的规定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7年修订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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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号）相关规则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
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
定执行。
5、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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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是依据国家会计准则、法规
的要求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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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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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
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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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不需要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
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数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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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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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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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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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全资子公司分红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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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全资子公司琼海瑞泽混凝土配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琼海瑞泽” ）、肇庆市金岗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岗水泥” ）于近日召开股东会，经
其股东审议并通过了利润分配事宜，具体分配方案如下：
1、琼海瑞泽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2018年12月31日，琼海瑞泽的可供分配利润为102,492,639.20元。 为实现股东的投资收益，
琼海瑞泽决定以现金方式向股东分配利润22,717,184.75元。
2、金岗水泥利润分配方案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金岗水泥的可供分配利润为189,396,864.13元。 为实现股东的投资收益，
金岗水泥决定以现金方式向股东分配利润138,957,012.81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收到琼海瑞泽全部分红款22,717,184.75元、 金岗水泥全部分红款
138,957,012.81元。
公司本次所得分红将增加母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但不增加本公司2019年度合并报表净利润。 因
此，不会影响2019年度公司整体经营业绩。 敬请广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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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