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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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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百傲化学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60

公司简称：百傲化学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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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刘宪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希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刘东光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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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072,287.93 897,381,513.43 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831,296,255.63 799,343,117.5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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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58,318.20 26,469,216.21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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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87,304.22 125,812,066.63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1,934,044.93 27,313,356.52 1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31,028,540.29 26,609,445.74 16.61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92 3.90 增加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7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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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7.10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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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2,038.71 基础建设配套设施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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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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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06.97

合计 905,50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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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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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 55,995,034 30.00 54,133,334 质押 49,406,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 55,995,034 30.00 54,133,334 质押 34,258,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TRICELL （H.K.）

LIMITED

5,685,418 3.05 0 无 境外法人

天津洁世投资有限公司 4,536,546 2.43 0 质押 4,34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宁波百化创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854,932 1.53 0 无 其他

上海康橙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2,427,380 1.30 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汪韬 2,232,619 1.20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80,000 0.85 0 无 国有法人

戴文芳 1,400,000 0.75 0 无

境内自然

人

陈小龙 1,277,004 0.6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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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CELL（H.K.）LIMITED 5,685,418 人民币普通股 5,685,418

天津洁世投资有限公司 4,536,546 人民币普通股 4,536,546

宁波百化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54,932 人民币普通股 2,854,932

上海康橙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427,380 人民币普通股 2,427,380

汪韬 2,232,619 人民币普通股 2,232,619

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 1,8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1,700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 1,8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1,7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0,000

戴文芳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陈小龙 1,277,004 人民币普通股 1,277,0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宪武、 王文锋签署了 《一致行动协议

书》，因此其分别控制的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大连三鑫投资

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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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并 资 产 负 债 表 项 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报告期末 报告期初

报告期末比报

告期初变动

（%）

原因

货币资金 126,374,547.89 71,605,080.32 76.49 理财规模小于去年同期

在建工程 78,472,500.93 38,213,406.47 105.35

2018年度购建的部分项目

延续至本期

应交税费 6,878,051.86 2,440,950.21 181.78

2018年前三季度预缴所得

税较多，致报告期初应交所

得税较少

合 并 利 润 表 项 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比上

年同期金额变

动（%）

原因

销售费用 4,240,431.57 3,280,921.35 29.25 销售规模扩大，销售费用增多

管理费用 18,690,999.29 11,943,324.81 56.50 办公场所租金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233,089.05 2,745,626.14 -55.09 汇兑损益同比减少

投资收益 206,622.25 512,876.71 -59.71 理财规模缩减，收益减少

合 并 现 金 流 量 表 项 目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比上

年同期金额变

动（%）

原因

支付的各项税费 12,360,314.77 17,806,151.90 -30.58

本期增值税进项税额

较大， 当期缴纳增值

税较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4,232,736.91 9,358,585.29 52.08 期间费用同比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100,146.13 120,000,000.00 -83.25

理财规模缩减， 收回

的理财资金减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216,409.59 1,125,479.45 -80.77 理财规模缩减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1,737,428.90 13,241,177.75 64.17

2018年度购建的部分

项目延续至本期

投资支付的现金 20,400,000.00 170,000,000.00 -88.00 理财规模缩减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226,360.79 -1,369,965.47 -83.48 本期汇率波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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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宪武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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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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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拟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9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72,803,6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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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傲化学 60336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喆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6号大连富力

中心10楼

电话 0411-82285231

电子信箱 zqb@biofc.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的销售收入

仍是公司主要收入来源；因募投项目部分投产，F腈中间体产品的销售收入在总营业

收入中的比重提高。

主要产品及应用领域：

1、异噻唑啉酮衍生物原药剂及其复配产品，分为CIT/MIT、MIT、OIT、DCOIT、

BIT等几大系列产品。 异噻唑啉酮是一种广谱、高效、低毒、非氧化性、环境友好型杀

菌剂，主要用以杀灭或抑制微生物生长，广泛运用于油田注水、工业循环水、造纸、日

化、涂料、农药、切削油、皮革、油墨、染料、制革、木材制品等领域的杀菌、防腐、防霉。

（1）CIT/MIT系列产品，以CIT/MIT-14为基础，复配产品包括CIT/MIT-14+、

CIT/MIT-14M、CIT/MIT-1.5、CIT/MIT-1.5M、CIT/MIT-2.0等。 主要在工业循环

水、油田注水、造纸防霉中大量使用，也用于农药、切削油、皮革、油墨、染料、制革等行

业。

（2）MIT系列产品，以MIT-50为基础，复配产品包括：MIT-20、MIT-10等，主

要应用于日化（个人护理用品及化妆品防腐）、涂料罐内防腐、造纸等行业。

（3）OIT系列产品，溶于有机溶剂，适用于乳液中的防腐、防霉。 以OIT-98为基

础，复配产品包括：OIT-10、OIT-45、OIT-D等，可作为添加剂用于处理高档皮革，

防止皮革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霉变。 亦可广泛适用于内外墙乳胶漆的防菌、防藻，适用

于环保型乳胶漆的生产。

（4）DICOIT系列产品为防藻杀菌剂，主要用于帆船、集装箱、游艇及水下设施用

的防污涂料中，可防止藻类、贝壳邓水生生物附着。 为环保型产品，在环境中易降解，

不会造成环境污染，是三丁基锡等涂料添加剂的换代产品。

（5）BIT系列产品，以BIT-85为基础，复配产品有BIT-10、BIT-20、BIT-80等，

主要在高分子聚合物乳液、合成纤维油剂、水性建筑涂料、在铜版纸涂料中使用。

2、中间体邻氯苯腈（F腈），邻氯苯腈是重要的有机合成中间体，主要用于合成工

业杀菌剂苯并异噻唑啉酮（BIT）、分散染料中间体、沙坦类药物中间体等。

（二）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直销仍是主要销售方式。

国内销售，公司作为国内最大的异噻唑啉酮类杀菌剂原药剂生产企业，销售区域

已覆盖国内主要省份地区。 为工业水处理、造纸、日化等终端应用行业提供杀菌解决

方案和复配产品的技术服务商和从事杀菌剂销售的贸易商是公司的主要客户群体。

国际销售，继续保持与陶氏化学、德国朗盛、美国龙沙等国际化工巨头的长期稳

定合作关系，并谋求进一步深入合作。 通过国际展会营销、互联网销售等方式开拓新

客户和市场。目前，公司国际销售业务遍布欧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

等地区。

2、生产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仍然延续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按照年度销售计划制定年度生产

计划，并将年度计划分解至各月组织生产。 针对有个性化需求的客户，采取“多批次、

小批量、多产品”的柔性化生产方式。

（三）行业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原药剂和化工中间体的产生和销售，属

于精细化工细分行业。

国内行业产能集中度较高，竞争格局相对稳定。由于异噻唑啉酮类杀菌剂已发展

为一种主流的非氧化性杀菌剂，应用领域广泛，因此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行业未表

现出明显的的周期性特点。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在国内应用起步晚于欧美，目前

主要集中在工业水处理、造纸、油漆涂料及日化等行业，应用水平和范围还有提升空

间，尤其是高端的MIT、OIT、DCOIT和BIT系列产品主要出口国外，国内应用市场还

有待开发。 国际上，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原药剂产能大部分集中在由陶氏化学、

英国索尔等化工企业，由于成本及环保等因素，近年呈现削减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原

药剂产能的趋势。

公司十余年来专注于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的生产、研发和销售，是行业内领

先的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制造商，公司产品系列覆盖了此类杀菌剂的常用品种，

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未来募投项目“年产7500吨CIT/MIT、500吨OIT、2000

吨BIT系列产品项目” 建成投产后，产能将得到大幅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国内最

大异噻唑啉酮类杀菌剂原药剂生产企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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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7,381,513.43 779,330,217.36 15.15 626,367,873.82

营业收入 528,171,162.26 410,364,502.50 28.71 389,433,98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5,187,507.20 100,266,398.87 44.80 98,273,38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7,738,034.86 91,726,600.68 50.16 93,064,93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99,343,117.50 687,543,010.40 16.26 458,889,22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5,131,582.68 76,038,489.56 77.71 119,767,902.8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8 0.56 39.29 0.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8 0.56 39.29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9.53 14.94 增加4.59个百分点 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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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812,066.63 126,244,775.08 150,806,302.98 125,308,01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7,313,356.52 35,773,484.46 45,495,054.08 36,605,61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

26,609,445.74 34,597,946.99 42,588,603.64 33,942,038.49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469,216.21 46,977,913.85 56,354,605.89 5,329,8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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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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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

司

17,328,367 55,995,034 30.00 54,133,334

质

押

49,406,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

司

17,328,367 55,995,034 30.00 54,133,334

质

押

34,258,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天津洁世投资有限公

司

603,213 5,936,546 3.18 0

质

押

4,34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TRICELL （H.K.）

LIMITED

-2,314,582 5,685,418 3.05 0 无

境外

法人

宁波百化创新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712,466 3,379,132 1.81 0 无 其他

上海康橙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2,618,820 3,368,820 1.80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1,599,713 2,506,954 1.34 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580,000 1,580,000 0.85 0 无

国有

法人

厉国山 1,155,960 1,155,960 0.62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陈小龙 713,980 713,980 0.3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宪武、王文锋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

因此其分别控制的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

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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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17.1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

518.75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8.71%和4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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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财会[2017]13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年修订）》（财会[2017]15号）的相

关规定变更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

净资产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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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8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3户，详见本报告“第十一节 财务报

告”之“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本公司合并范围的变化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十一

节 财务报告”之“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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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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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

2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刘

宪武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摘要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9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72,803,640.00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19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标准为7万元/年（税前），除在公司担任经营

职务的非独立董事和监事外， 其他非独立董事和监事不在公司领取薪酬；2019年度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本薪酬以2018年度标准上浮10%。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聘用2019年度财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为公司2019年度

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以及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3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并授权

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行使该项决策并签署相关的合同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使用自有资金理财额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不超过2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信

托、证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报备文件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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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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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

26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黄越

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根据 《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核董事会编制

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后，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2、《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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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管

理状况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要求，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选举黄越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后，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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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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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管理状况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我们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报备文件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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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

年第四季度主要

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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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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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规范的要求，大连百傲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2018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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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

2018年第四季度

产量（吨）

2018年第四季度

销量（吨）

2018年第四季度

收入（万元）

工业杀菌剂 5,419.87 5,137.12 12,085.69

F腈中间体 198.63 168.88 626.25

注：以上产量、销量数据为原药剂和复配产品的合并数。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名称

2018年第四季度

平均售价

（元/千克）

2017年第四季度

平均售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工业杀

菌剂

CIT/MIT系列产品 12.31 11.54 6.67%

MIT系列产品 65.37 58.4 11.93%

OIT系列产品 118.23 116.58 1.42%

DCOIT系列产品 146.24 150.15 -2.60%

F腈中间体 31.9 18.8 69.68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名称

2018年第四季度

平均采购价

（元/千克）

2017年第四季度

平均采购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正辛胺 47.23 45.75 3.23

丙烯酸甲酯 9.92 9.08 9.25

硝酸镁 1.69 1.74 -2.87

硫化氢 10.92 10.88 0.37

乙酸乙酯 6.28 5.91 6.26

氯气 1.10 0.85 29.41

邻氯甲苯 7.69 5.81 32.35

注：以上为不含税价格。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季度内公司未发生对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由公司统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

2018年第四季度生产经营情况使用，不构成公司的实质承诺和预测，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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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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规范的要求，大连百傲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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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产品

2019年第一季度

产量（吨）

2019年第一季度

销量（吨）

2019年第一季度

收入（万元）

工业杀菌剂 5,919.07 5,437.55 13,089.39

F腈中间体 244.01 336.26 1,045.73

注：以上产量、销量数据为原药剂和复配产品的合并数。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名称

2019年第一季度

平均售价

（元/千克）

2018年第一季度

平均售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工业杀

菌剂

CIT/MIT系列产品 12.29 11.57 6.22%

MIT系列产品 61.43 54.73 12.24%

OIT系列产品 124.27 109.80 13.18%

DCOIT系列产品 140.42 149.95 -6.36%

BIT系列产品 76.47 — —

F腈中间体 31.04 19.72 57.40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名称

2019年第一季度

平均采购价

（元/千克）

2018年第一季度

平均采购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正辛胺 46.04 51.00 -9.73

丙烯酸甲酯 9.50 9.00 5.56

硝酸镁 1.64 1.73 -5.20

硫化氢 10.80 10.90 -0.92

乙酸乙酯 5.49 6.34 -13.41

氯气 1.13 0.85 32.94

邻氯甲苯 6.52 5.63 15.81

注：以上为不含税价格。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季度内公司未发生对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由公司统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生产经营情况使用，不构成公司的实质承诺和预测，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