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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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作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小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小磊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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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5,977,849.45 1,059,857,607.20 6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374,570,625.49 738,057,312.85 8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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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58,713.01 -5,436,075.98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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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678,583.85 74,148,233.65 3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564,540.52 17,255,112.40 59.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78,950.25 16,601,427.34 65.52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99 2.57 增加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5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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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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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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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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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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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30.10

合计 85,5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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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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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方集团公司（从属名称：温州玻

璃钢建材厂）

202,807,800 49.29 无 国有法人

胡政一 2,884,606 0.7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胡再富 2,264,600 0.5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学军 1,350,000 0.3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官金华 1,280,000 0.3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赵仲华 1,093,751 0.2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夏名扬 903,200 0.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麦爱琼 875,465 0.2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潘时鑫 804,130 0.2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彩东 761,360 0.1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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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方集团公司（从属名称：温州玻璃钢建材厂） 202,807,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807,800

胡政一 2,884,606 人民币普通股 2,884,606

胡再富 2,264,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4,600

陈学军 1,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

官金华 1,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0

赵仲华 1,093,751 人民币普通股 1,093,751

夏名扬 903,200 人民币普通股 903,200

麦爱琼 875,465 人民币普通股 875,465

潘时鑫 804,130 人民币普通股 804,130

吴彩东 761,360 人民币普通股 761,3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前十大股东之间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者一致行动人的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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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产负债项目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年期末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85,402,576.00 212,850,230.46 34.09 主要为公司收入增长及配股募集资金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018,931.09 17,551,888.72 42.54 主要为配送公司业务增长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21,654.37 2,506,022.25 -79.18 配股相关费用由募集资金支出。

长期股权投资 29,485,105.23 19,535,105.23 50.93 主要为公司对山西临汾农都公司投资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345,408,208.30 不适用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七届董事会三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将持有的温州银行股权由原科目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转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资产价

值由账面值调整为以公允价值计量，金额由

117,900,000.00元调整为345,408,208.30元

投资性房地产 441,060,578.07 74,558,827.28 491.56 主要为公司购买现代农贸城一期资产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0,251,379.01 15,154,844.04 33.63 主要为配送公司业务增长所致。

预收款项 27,132,223.10 16,279,716.81 66.66 主要为公司现代农贸城预收租赁费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803,324.99 17,463,807.43 -78.22 主要为公司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2,800,000.00 51,700,000.00 -55.90 主要为益优公司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 利润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期同期数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动

比例（%）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103,678,583.85 74,148,233.65 39.83 主要为农批市场交易费及配送业务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53,635,437.54 39,356,263.69 36.28 主要为配送业务增长所致

税金及附加 1,921,723.54 1,289,714.21 49.00 主要为各市场业务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808,562.82 2,031,685.20 -60.20 主要为益优公司归还银行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100,000.00 100.00 主要为益优公司取得补贴收入所致

投资收益 856,048.03 -100.00 上年同期为国债逆回购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5,251.79 1,795.25 192.54 主要为公司处置部分固定资产所致

所得税费用 9,272,669.91 5,945,794.34 55.95 主要为公司利润增长提取所得税所致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期同期数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变动

比例（%）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58,713.01 -5,436,075.98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支付税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9,370,621.64 -2,839,534.16 不适用

主要为公司购买现代农贸城一期

资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6,564,254.17 -6,034,647.99 不适用 主要为公司配股募集资金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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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93号文核准，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东日” 、“发

行人”或“公司” ）向截至2019年2月25日（股权登记日，T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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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日全体股东（总股本为318,600,000股），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配售A股股份。 本

次配股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3月4日（T+5日）结束,配股有效认购数量为92,831,160股

报告期内，公司配股事项已完成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变更登记工作，公司变更前股数318,600,000

股，变更股数92,831,160股，变更后股数为411,431,16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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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作军

日期 2019年4月27日

股票代码： 600113� � � � �股票简称：浙江东日 公告编号：2019-035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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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内容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1日以传真、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通知，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

人，分别是杨作军、杨澄宇、叶郁郁、鲁贤、王绍建、厉小芳、车磊、李根美、鲁爱民。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作军先生主持。

经审议，会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会议认为，此次一季报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真实反映公司实际情

况。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37）。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并提请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5月12日到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

会议事规则》和《提名委员会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查和表决，提名杨作军先生、杨澄宇先生、叶郁

郁先生、鲁贤先生、王绍建先生、厉小芳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李根美女士、鲁爱民女士、费忠新先

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九名候选董事（含独立董事）简历见附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阅董事会候选人履历等材料，未发现其中有《公司法》第147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独立董

事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的现象，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

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投票选举。 独立董事需经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并提请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同意公司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 6.5万元/人/年（税前），独立董事参加董事会、股东大会及按《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其他职权时发生的必要费用由公司另行支付。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情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

公司独立董事车磊先生、李根美女士、鲁爱民女士回避表决。

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19年5月14日召开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9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号：2019-038）。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杨作军，男，196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兼浙江东方集团公司总经理。 曾任苍南县长运总公司经理助理、副经理、总经理，苍南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县交通局局长，温州市交通局交通管理处处长、办公室主任，温州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处长、公路稽征处处长、党委书记。

杨澄宇， 男，1967年出生， 杭州大学计算机科学系计算机应用专业本科毕业， 浙江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

（在职），计算机应用软件高级程序员。 1990年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短期进修。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曾任浙

江省统计局干部，温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业务发展部经理、上海营业部总经理、乐清营业部总经理，中富证券温

州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上海证券温州营业部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叶郁郁，男，1969�年出生，本科学历，中教二级。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曾任洞头县对外贸易公司部门副经

理，温州市江南水产贸易有限公司经营部主任、冷冻厂支部书记、董事副经理，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监事会主席，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

委委员。

鲁贤，男，1978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经营部经理兼

资产中心常务副主任，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温州一百体育金三益店经理、五马店经理、市现代集团办公室

副主任。

王绍建，男，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企业培训师。现任本公司董事，温州市现代服

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副经理、团委书记，温州市现代冷链物流有限公司董事。历任温州市嘉乐服装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中国人寿温州分公司业务部经理、中共滁州市委党校科员等职。

厉小芳，女，1981年出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温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

理，雁荡有限公司（香港）董事。 历任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一部副经理。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根美，女， 1962年出生，一级律师。 现任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987年4月至1988年4月，于浙江绍兴县律师

事务所交流。 1994年5月至1995年7月，于日本静冈县法律交流中心研修。现兼任浙江臻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瀚镪自

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鲁爱民，女，1964年出生，浙江工业大学硕士生导师。 现兼任琦星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金科文化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劲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民营企业财务顾问等。 曾任浙江省会计学会理事、浙江工业大学会计系主

任、中茵股份有限公司、金磊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三星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费忠新，男，1954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硕士，会计学教授，中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浙江财经大学会计学教授（已退休），

兼任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曾任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广厦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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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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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2019年4月21日以邮件、 传真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通知，于

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

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周前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具体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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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规定；

2、2019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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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没有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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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5月12日届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和《提名委员会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同意提名周前先生、陈乐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与经

公司第五届三次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高恩华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上述两名候选监事及职工

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周前，男，1960�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监事会召集人。曾在武汉空军高炮 19�师汽车连服役，历任

温州建材工业局科员、温州市陶建总公司组织处副处长、企管处处长，四川自贡浙江东方集团实业开发公司总经理，温州

东方装潢公司总经理，浙江东方集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陈乐鸣，女，1969年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现任公司监事、监察室副主任。 曾任温州菜篮子集

团有限公司外勤出纳、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肉类联合加工厂财务科长、温州菜篮子集团有限公司内审组组长、温州菜

篮子集团有限公司监察审计室副主任、温州市益优农产品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资产财务办公室副主任（主管财务）、公司财

务管理部副经理。

高恩华，女，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助理农艺师。 现任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检测员，曾为温州菜篮子集团

检测中心检测员，2016年当选为温州市第十二届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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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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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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财政部发布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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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简称“新金

融工具准则” ）。 本次会计政策修订涉及的项目主要包括：对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的分类、计量及列报。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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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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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金融资产划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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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公司持有的温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银行” ）7800万股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其公允价值依照以

下规则确认：1）上市前，以其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值扣减其审计基准日至本公司资产负债表日之间其宣告分配

的现金股利金额确认；2）上市后，以其公开市场股票价格确认。 由于其流动性在一年以上，故报表列示在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科目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

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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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合理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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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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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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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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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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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浙江省温州市矮凳桥92号东日大楼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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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至2019年5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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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6）人

2.01 选举杨作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2 选举杨澄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3 选举叶郁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4 选举鲁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5 选举王绍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6 选举厉小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3.00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3.01 选举李根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2 选举鲁爱民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3 选举费忠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4.00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4.01 选举周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4.02 选举陈乐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19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m、《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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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

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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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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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13 浙江东日 20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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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书面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及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股东代表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授权委托书于2019年5月13日（上午9:00到

下午3:00）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公司地址：温州市矮凳桥92号东日大楼7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325003

电 话：0577-88812155

传 真：0577-88842287

联 系 人：谢小磊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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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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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制定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管理办法》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2.00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选举杨作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 选举杨澄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3 选举叶郁郁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4 选举鲁贤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 选举王绍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6 选举厉小芳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00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 选举李根美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 选举鲁爱民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3 选举费忠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0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4.01 选举周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4.02 选举陈乐鸣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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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

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

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

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

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

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

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

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公司代码：

600113

公司简称：浙江东日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28

公司简称：中铁工业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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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杨华勇 独立董事 因事 陈基华

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独立董事杨华勇因事请假，委托

独立董事陈基华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1.3�公司负责人易铁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石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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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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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6,303,535,089.13 34,423,887,975.79 33,887,538,073.49 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177,504,358.06 15,725,389,214.47 15,725,389,214.47 2.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64,263,433.07 -719,651,971.88 -719,651,971.88 -33.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4,831,879,944.61 3,987,158,644.68 3,987,158,644.68 2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1,728,186.93 328,613,771.09 328,613,771.09 1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279,323.70 317,350,061.47 317,350,061.47 16.36

加权 平 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29 2.22 2.22

增加0.07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5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5 0.15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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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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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009.2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38,756.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0,667.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79.48

所得税影响额 -368,184.29

合计 2,370,5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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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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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 701,620,295 31.58 0 冻结 6,6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456,387,811 20.54 383,802,693 无 0 国有法人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597,094 4.44 0 质押 95,059,779 未知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华融国际

信托－华融·中原股权中铁工业定增

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709,779 3.41 0 无 0 未知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中航信托－中

航信托·天启（2016）293号建信基金

定增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9,305,994 2.67 0 无 0 未知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农业银行－

华宝信托－投资【6】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37,854,889 1.70 0 无 0 未知

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7,854,889 1.70 0 无 0 未知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人寿保

险－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委托

国寿安保基金混合型组合

37,854,889 1.70 0 无 0 未知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37,854,889 1.70 0 无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765,900 1.2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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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 701,620,295 人民币普通股 701,620,295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8,597,094 人民币普通股 98,597,094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华融·中原股权中

铁工业定增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709,779 人民币普通股 75,709,779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72,585,118 人民币普通股 72,585,118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中航信托－中航信托·天启（2016）

293号建信基金定增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9,305,994 人民币普通股 59,305,994

农银汇理（上海）资产－农业银行－华宝信托－投资【6】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7,854,889 人民币普通股 37,854,889

山东聚赢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854,889 人民币普通股 37,854,889

国寿安保基金－建设银行－人寿保险－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委托国寿安保基金混合型组合

37,854,889 人民币普通股 37,854,889

广东省铁路发展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37,854,889 人民币普通股 37,854,88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765,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65,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8年4月，经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中铁二局建设

有限公司”（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更名的公告》）。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铁二局建设有限公司为第二大

股东中国中铁的子公司，于2017年12月29日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中国中铁签署《表决权委托协

议》，将其持有的公司701,620,295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58%）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中

国中铁行使。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华融国际信托-华融·中

原股权中铁工业定增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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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说明

其他应收款 53,462 36,813 45.23 新增合同保证金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9,426 29,921 31.77

所持西部证券股票公允价值增

长

短期借款 11,112 2,140 419.25 新增短期借款

其他综合收益 27,768 19,730 40.74

所持西部证券股票公允价值增

长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管理费用 21,199 16,293 30.11 生产规模扩大，管理架构调整

研发费用 16,800 9,780 71.78 技术开发储备

财务费用 239 748 -68.02 带息负债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26 -71,965 -33.99

生产任务加大，原材料采购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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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易铁军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528� � � � � � � �证券简称：中铁工业编号：临2019-016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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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和议案等材料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各位监事，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

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11号楼4307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刘恩国主持，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余赞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相关监管规定，该报告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主要经营成果；未发现报告所载资

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未发现编制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股设立中国中铁华东总部基地项目管理公司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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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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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和议案等材料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各位董事，会议于2019年4月26

日在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诺德中心11号楼4307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委托出席董事

1名：独立董事杨华勇因事请假，委托独立董事陈基华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易铁军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余赞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 《关于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证券时报》。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19-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下半年至

2020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编号：临2019-018）。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企业负责人副职2019年度绩效合约〉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人事任免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股设立中国中铁华东总部基地项目管理公司的议案》。同意1.公司参股成立中国中铁华东总部基地项目

管理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该项目管理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其中中铁工业持股3.75%，认缴出资额187.5万元；2.

该项目管理公司拟投资的中铁华东总部基地项目概算总投资约129,292万元，其中中铁工业按3.75%的股权比例需出资约4,851.44万元

（含认缴的公司注册资本187.5万元）。 由于董事沈平为关联董事，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购置办公用房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北京临空经济商务区核心区的“国家地理信息科技产业园” 购置办公

用房及后续配套公寓用房，办公用房建筑面积共15,731.62平方米，综合单价27,800元/平方米，办公用房含税总价款为437,339,036元。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长确定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及股东大会召开时

间，并由董事会秘书负责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规定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做好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528� � � � � �证券简称：中铁工业 编号：临2019-018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下半年至

2020

年上半年

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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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公司生产经营工作持续、稳健开展，严格、有效管控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事项，做到担保事项的决策与披露合规，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公司认真、及时统计并审核了各级单位2019年下

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需求。2019年4月26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下半年至2020

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对外担保总额为153,500万元，被担保人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均为票据、保函、授信等非融资性业务担保。 具体情况如下：

1、 对全资子公司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资产负债率%

担保额度

1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68.00 50,000.00

2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76.36 10,000.00

3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76.15 10,000.00

4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85.42 10,000.00

5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61.46 30,000.00

6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56.20 2,000.00

7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 73.30 20,000.00

合计 ——— ——— 132,000.00

2、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资产负债

率%

担保额度

1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55.00 8,000.00

2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34.84 12,000.00

3 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设立于2019年1月 1,500.00

合计 ——— ——— 21,500.00

需特别说明的事项：

（1）上述公司及所属各子公司的对外担保额度有效期间为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上述担保事项是基于对目前公司业务情况的预计，因此，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在总体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提高对外

担保的灵活性，基于未来可能的预计基础变化，在确认被担保方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时，可以在上述全资子公司相对应的担保总额度内调

剂使用。

（3）由于上述担保计划中指定的部分被担保单位资产负债率超过70%，因此，需将上述担保计划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6072446650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7,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苏叶茂

住所：成都市金牛高科技产业园金凤凰大道666号

营业期限：2013年7月25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设备监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及租赁；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组装调试、维修、再制造、租赁、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城市照明工程服务；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服务；隧道工程建筑施工；市政公用工程；铁路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机电安装工程；公

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建筑劳务分包；销售：机械设备、机械设备配件、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

算机技术研究、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不含信息技术培训服务）；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网上贸易代理；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32,483万元、

负债总额90,092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9,107万元、净资产为42,391万元，2018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80,381万

元、净利润为9,534万元。 根据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147,524万元、负债总额103,894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3,441万元、净资产为43,629万元，2019年1-3月的营业收

入为20,840万元、净利润为1,238万元（前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177727782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素辉

住所：武汉市江夏经济开发区幸福工业园

营业期限：1990年9月2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铁路、公路、隧道、建筑、港口、站场、市政工程施工装备设计、制造、安装及维修；各类起重、运输及轨道交通设备的设计、制

造、安装及维修；桥梁、钢结构、轨道交通配件的设计、制造、安装及服务；桥梁、钢结构、轨道、城市地下管廊、机电设备安装、房屋建筑工程

的专业承包施工及服务；建筑工程用材料及配件、机电设备配件及器材的制造和销售；厂房、产品、仓储租赁；产品技术服务及转让；劳务

分包。（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中铁重工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全资子公

司。

根据中铁重工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铁重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95,014万元、负债总额

72,551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0,143万元、净资产为22,463万元，2018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94,862万元、净利润

为4,422万元。 根据中铁重工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中铁重工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07,470万元、负债总

额83,908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1,563万元、净资产为23,562万元，2019年1-3月的营业收入为22,536万元、净利润

为1,099万元（前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558428428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桐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幸福工业园内

营业期限：2010年8月1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专用设备、通用设备制造、维修及技术服务；金属结构制造、安装；机械零部件加工；机械设备租赁；场地租赁；城市轨道施

工及保养；公路桥梁工程设施、橡胶制品、桥梁支座、建筑支座、减隔震设备、伸缩装置和桥梁防撞装置的生产、销售、安装及研发；建筑材

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燃易爆化学品）生产、销售；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维保、销售、租赁与

售后服务；综合监控系统与设备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道岔、轨道梁及立柱的设计、制造、安装；轨道交通项目的总承包、建设、运营、维护及

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100%股权，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

装备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为79,025万元、负债总额60178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9,703万元、净资产为18,847万元，2018年度经审

计的营业收入为40,604万元、净利润为2,170万元。 根据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

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83,441万元、负债总额64,192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4,192万元、

净资产为19,249万元，2019年1-3月的营业收入为7,985万元、净利润为402万元（前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03635812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晓钢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55号

营业期限：2015年1月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铁路、公路、隧道、建筑、港口、矿山、地下工程、市政工程、海洋工程、轨道交通机械装备设计、制造、销售、租赁、安装、修理、

检测及总承包；桥梁施工设备、起重及运输机械、轨道交通车辆、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机电产品、工业自动化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租

赁、安装、修理、检测、服务及总承包；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及配件的研发、设计、制造、维保、销售、租赁与售后服务；综合监控系统与设备

的设计、制造和销售；道岔、轨道梁及立柱的设计、制造、安装；轨道交通项目的总承包、建设、运营、维护及相关咨询服务。特殊设备起重吊

装工程、铁路辅轨架梁工程施工服务；从事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及服务；自动化生产线、数字智能化工厂、智能

制造设备和企业信息系统的技术咨询、设计、施工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和禁止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

产总额为91,131万元、负债总额77,843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7,843万元、净资产为13,288万元，2018年度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为77,241万元、净利润为2,540万元。 根据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中铁工

程机械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91,629万元、负债总额77,793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77,793万元、净资产为

13,836万元，2019年1-3月的营业收入为17,711万元、净利润为548万元（前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303753528X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洪强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经济开发区庙山开发区特3号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铁路、公路、隧道、建筑、市政、轨道交通工程及地基基础（桩基）工程成套设备租赁、维修、安装与工程施工服务；预制装配

式地铁车站的预制拼装件、地铁综合管廊管片、其他砼预制件及标准件的制造、维修、安装与销售；塑钢模板、铝塑模板制造与销售。 （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

公司系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19,858万元、负债总额12,205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205万元、净资产为7,653万元，2018年度经审计的营业

收入为5,952万元、净利润为94万元。 根据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中铁科工集团装备

工程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7,192万元、 负债总额9,851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9,851万元、 净资产为7,341万元，

2019年1-3月的营业收入为3,757万元、净利润为-312万元（前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6、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1572034329G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晓钢

住所：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45号（老徐东路13号）电器成套中心大楼306、307号房

营业期限：2011年4月2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检测技术服务；检测设备及监控系统的研发、设计及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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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系公

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53

万元、负债总额255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55万元、净资产为198万元，2018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405万元、净利润

为60万元。 根据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458万

元、负债总额259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59万元、净资产为199万元，2019年1-3月的营业收入为52万元、净利润为0.06

万元（前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7、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07420636XB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俊龙

住所：郑州市经济开发区第六大街99号

营业期限：2013年7月1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盾构及系列隧道设备的设计、研发、制造、组装调试、维修改造、租赁、技术咨询服务、整机及配件销售；橡胶软管和软管组

合件的生产、销售；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

营。 ）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100%股权，中铁工程装备集团

盾构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全资子公司。

根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经审计

的资产总额为127,578万元、负债总额93,567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3,567万元、净资产为34,011万元，2018年度经

审计的营业收入为212,750万元、净利润为10,227万元。根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

日，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构制造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35,426万元、负债总额97,615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97,615

万元、净资产为37,811万元，2019年1-3月的营业收入为46,948万元、净利润为3,800万元（前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MA6U00J49L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蒋兴三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泾环北路西段12号

营业期限：2016年10月31日至2046年10月30日

经营范围：轨道交通、隧道、铁路、公路、桥梁施工设备及配件的生产、销售、租赁、维修、安装、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建筑材料（除木

材）、水泥制品、新型建筑构件、预制混凝土构件及生产设备的生产与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隧道掘进机、隧道施工设备、地下空间开发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证明文件

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40%股权，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30%股权，西安地下铁道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30%股权。 因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为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且根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与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对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具有控制权，西安中铁

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根据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44,

945万元、负债总额24,696万元、银行贷款总额10,99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3,702万元、净资产为20,249万元，2018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为10,341万元、净利润为209万元。 根据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限

公司的资产总额为51,100万元、负债总额31,207万元、银行贷款总额12,844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8,363万元、净资产为19,893万元，

2019年1-3月的营业收入为6,873万元、净利润为-356万元（前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4001MA6K6WC37G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金祥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大板桥街道办事处长水新村

营业期限：2016年7月8日至2046年7月7日

经营范围：隧道设备的加工、制造、组装调试、维修改造、再制造、销售、租赁、掘进分包、技术咨询服务；管片的生产、加工、销售、技术

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持有60%股权，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持有40%股权，中铁

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根据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2018年《审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

额为13,015万元、负债总额4,534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534万元、净资产为8,481万元，2018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

入为21,381万元、净利润为2,897万元。 根据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中铁电建重型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6,963万元、负债总额8,558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558万元、净资产为8,405万元，

2019年1-3月的营业收入为31万元、净利润为-77万元（前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0、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MA4K2NM73N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继平

住所：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幸福工业园二楼

营业期限：2019年1月2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锚固连接系统（预埋件、槽道、支吊架、电缆桥架、疏散平台、锚栓及紧固件）研发、制造和销售及配套的工程施工与安装及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其他五金件的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0.1%股权，汉京祥(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持有33.50%股权，北京建德福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16.40%股权，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根据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3月31日，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2,973万元、负

债总额0万元、银行贷款总额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0万元、净资产为2,973万元，2019年1-3月的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27万元（前

述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主体全称 被担保人全称 担保方式

受益人/债权人名

称

担保金额

对担保对象2019上半年末累

计担保有效余额

担保期限

是否有反担

保

1

中铁高新工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

司

非融资性

担保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成都

锦城支行

50,000.00 0 1年 否

2

中铁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铁重工有限公司

非融资性

担保

招商银行武昌支

行、中国银行中北

支行

10,000.00 0 1年 否

3

中铁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

通装备有限公司

非融资性

担保

招商银行武昌支

行、中国银行中北

支行、国新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招银

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

10,000.00 2,500.00 1年 否

4

中铁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机械研究设

计院有限公司

非融资性

担保

招商银行武昌支

行、中国银行中北

支行

30,000.00 485.00 1年 否

5

中铁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铁科工集团装备工

程有限公司

非融资性

担保

招商银行武昌支

行、招银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

10,000.00 0 1年 否

6

中铁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武汉瑞敏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

非融资性

担保

待定 2,000.00 0 1年 否

7

中铁工程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盾

构制造有限公司

非融资性

担保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

20,000.00 0 1年 否

8

中铁工程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中铁工程装备有

限公司

非融资性

担保

中信银行西安高

新路支行、交通银

行西安城南支行

8,000.00 0 1年 否

9

中铁工程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电建重型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

非融资性

担保

建行昆明滇龙支

行

12,000.00 0 1年 否

10

中铁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中铁锚固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非融资性

担保

待定 1,500.00 0 1年 否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认为上述担保事

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同意公司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担保总额为153,500万元，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担保事项均为票据、保函、授信等非融资性业务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1、 公司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预计额度是基于对目前公司及各子公司在上述期间正常开展业务需要提供担保情

况进行的合理预估；所列额度内的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公司对被担保公司具有控制权，各公司

正常、持续经营，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我们同意确认公司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预计额度，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计2,985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计0万元、上述数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0.19%、逾期担保累计数量累计0万元。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