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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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韩海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秀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琳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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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7,046,924.93 1,277,522,427.32 7.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9,311,532.97 36,771,595.46 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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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62,336.80 -50,685,7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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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056,200.09 505,538,097.02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719,124.88 11,332,210.51 1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458,982.56 11,253,361.56 1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49 29.6 增加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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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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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38.0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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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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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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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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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260,1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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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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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 42,791,962 13.56 0 质押 41,653,962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40,000,000 12.67 0 冻结 4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6,513,029 8.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23,832,797 7.55 0 冻结 23,832,797 国有法人

余振冀 2,991,020 0.95 0 无 0 未知

徐开东 2,664,738 0.84 0 无 0 未知

张立伟 2,405,747 0.76 0 无 0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协

信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403,012 0.76 0 无 0 未知

王好业 2,335,000 0.74 0 无 0 未知

吉伟华 2,322,123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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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 42,791,962 人民币普通股 42,791,962

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6,513,029 人民币普通股 26,513,029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23,832,797 人民币普通股 23,832,797

余振冀 2,991,020 人民币普通股 2,991,020

徐开东 2,664,738 人民币普通股 2,664,738

张立伟 2,405,747 人民币普通股 2,405,74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协信2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403,012 人民币普通股 2,403,012

王好业 2,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5,000

吉伟华 2,322,123 人民币普通股 2,322,1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4位持股5%以上的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均不是《上市公司

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本公司未知

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为《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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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 备注

货币资金 101,653,590.42 53,534,501.63 89.88 注1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96,930,552.17 195,796,719.40 51.62 注2

预付款项 10,333,380.46 27,832,955.04 -62.87 注3

其他应收款 476,310.31 9,212,768.44 -94.83 注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85,034,903.52 243,525,336.24 58.11 注5

预收款项 12,548,033.51 27,380,406.73 -54.17 注6

其他流动负债 7,293,790.53 3,031,563.46 87.68 注7

注1、主要是本期末银承保证金和信用证保证金较期初增加；

注2、主要是本期末应收CPE货款及蒸汽货款较期初增加；

注3、主要是本期末预付原料款等款项减少；

注4、主要是上期末海关保证金余额本期收回；

注5、主要是本期末应付PE等原料款增加；

注6、主要是本期末预收蒸汽款较期初减少；

注7、主要是本期末计提乐星化学CPE加工服务费378万元。

2、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本期金额 同期金额 增减变动(%) 备注

管理费用 15,509,798.37 12,076,241.48 28.43 注1

财务费用 15,614,573.47 9,903,634.42 57.67 注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062,336.80 -50,685,794.13 不适合 注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 1,154,970.00 -100.00 注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34,697.09 4,798,972.66 -1,161.37 注5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99,796.46 -851,044.53 -64.77 注6

注1、主要是本期发生停车费用245万元；

注2、主要是本期汇兑收益较同期减少457万元；

注3、主要是本期以现汇方式支付的货款较同期减少；

注4、主要是同期收回期货投资保证金；

注5、主要是本期票据融资业务减少；

注6、主要是美元汇率变动对公司外币存款业务的损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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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319

法定代表人 韩海滨

日期 2019年4月30日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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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营相

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

者注意阅读。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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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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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星化学 6003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文青 苏鑫

办公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321号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321

号

电话 0536-8591006 0536-8591169

电子信箱 liwq319@163.com Roth163@163.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018年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是氯化聚乙烯（即CPE）、烧碱、ADC发泡剂、水合肼的生产及销售，伴随

产生液氯、氢气和盐酸、次氯酸钠等副产品。 此外公司还从事蒸汽和电力生产及销售。

CPE:亚星采用德国赫司特公司全球独有的盐酸相悬浮法生产技术。 该技术先进，操作灵活，适合生

产系列化和明显差异化的产品，以满足不同用途的用户需求。 以高浓度的盐酸为介质，氯化均匀，产品柔

韧性好，白度高，特别适合高端塑料、橡胶制品应用。 副产盐酸全部回收利用，是清洁环保的技术。 通过自

主研发，目前亚星CPE近40种产品型号，传统的A型料主要用于型材、管材的改性领域、阻燃ABS领域、磁

性材料、改性PE等通用塑料；CM新材料主要用于电线电缆、汽车胶管及工业胶管等领域，2018年CPE行

业整体稳定运行，行业整体开工率约60-70%，我公司全年满负荷生产。

烧碱：烧碱主要用于造纸、肥皂、染料、人造丝、制铝、石油精制、棉织品整理、煤焦油产物的提纯，以及

食品加工、木材加工及机械工业等方面，我公司烧碱主要用于周边造纸、化纤行业，公司烧碱产能12万吨/

年，在行业中处于较低规模，氯气全部自用，保证了全年的满负荷生产，2018年行业运行稳定，烧碱价格高

位运行，行业开工率达80%以上，我公司基本满负荷生产。

水合肼的主要用途是主要用于合成ADC、D1PA、TSH等发泡剂；也用作锅炉和反应釜的脱氧和脱二

氧化碳的清洗处理剂；在医药工业中用于生产抗结核、抗糖尿病的药物；在农药工业中用于生产除草剂、

植物生长调和剂和杀菌、杀虫、杀鼠药；我公司产能1.2万吨/年，产品主要用于农药、医药中间体等行业，行

业整体开工负荷较高，我公司基本满负荷生产。

ADC发泡剂的主要用途是用于聚氯乙烯、聚乙烯、聚丙烯、聚苯乙烯、聚酰胺、 ABC�及种橡胶等合

成材料。 广泛用于拖鞋、鞋底、鞋垫、塑料壁纸、天花板、地板革、人造革、绝热、隔音等材料发泡。 2018年

ADC发泡剂行业竞争激烈，行业集中度逐渐加强，我公司由于产品工艺原因，生产基于成本压力装置开工

率不足。

公司在生产上述主要产品的过程中，伴随液氯、氢气和盐酸、次氯酸钠等副产品，其中液氯和次氯酸

钠主要公司自用，氢气主要供应给关联方用于下游产品生产。 盐酸主要对外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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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7,522,427.32 1,520,827,566.45 -16.00 1,709,865,108.20

营业收入 2,010,163,772.18 1,949,780,674.15 3.10 1,457,437,57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07,476.76 26,614,627.08 -88.32 26,781,67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48,531.83 26,813,147.38 -100.93 -144,751,22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771,595.46 32,622,536.88 12.72 7,349,47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1,397,984.11 85,424,043.17 77.23 50,950,254.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8 -87.5 0.0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1 0.08 -87.5 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09 128.84 减少119.75个百分点 -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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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538,097.02 555,978,422.05 506,272,330.21 442,374,92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32,210.51 5,038,876.87 -5,874,881.13 -7,388,72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253,361.56 4,357,410.30 -5,066,234.53 -10,793,069.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85,794.13 149,554,032.57 -55,541,457.31 108,071,2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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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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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成泰控股有限公司 1,138,000 42,791,962 13.56 0 质押 41,653,962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0 40,000,000 12.67 0 质押 40,00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6,309,690 26,513,029 8.4 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8,000,000 23,832,797 7.55 0 冻结 23,832,797

国有法

人

余振冀 3,216,460 3,216,460 1.02 0 无 0 未知

梁旋 2,698,500 2,698,500 0.86 0 无 0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协信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0 2,403,012 0.76 0 无 0 未知

邵明权 0 2,191,180 0.69 0 无 0 未知

张鑫 2,035,500 2,035,500 0.64 0 无 0 未知

徐开东 2,012,638 2,012,638 0.64 0 无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4位持股5%以上的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均不是《上市公司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本公司未知其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为《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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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导产品CPE：

产量（吨） 销量（吨）

2017 2018 同比增减 2017 2018 同比增减

146804 162305 10.56 158190 163920 3.62

2、 其他产品

烧碱产量（吨） 水合肼产量（吨） ADC发泡剂产量（吨）

2017 2018 同比增减 2017 2018 同比增减 2017 2018 同比增减

116522 120386 3.32 11575 11001 -4.96 8992 4494 -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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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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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资产负债表中，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项目、“应收利息”及“应收股利”项目归并至“其他应收款”项目、“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归并至“固

定资产”项目、“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归并至新增的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应付利息” 及“应付股利” 项目归并至“其他应付款” 项目、“专项应付

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 ；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从“管理费用” 项目中分拆“研发费

用”项目，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增加“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会计报表的科目列报，不影响公司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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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本公司本年

度合并范围与上年度减少1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600319� � � � � � � � � �编号：临2019-01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季度报告主要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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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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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氯化聚乙烯 36,033 36,990 31,666

水合肼 2,704 2,266 4,793

发泡剂 576 946 1,875

32%烧碱 89,107 66,177 5,415

注：水合肼和32%烧碱部分产品公司内部自用。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名称 较2017年同期变动比率% 较2017年平均变动比率%

氯化聚乙烯 9.65 10.77

水合肼 -22.08 -6.29

发泡剂 21.08 15.66

32%烧碱 -20.39 -5.28

原材料名称 较2017年同期变动比率% 较2017年平均变动比率%

低压聚乙烯 12.65 0.65

工业盐 12.72 19.64

煤 2.54 5.52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数据未经审计亦非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的预测或保证，

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敬请审慎使用。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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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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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9年04月18日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的通知， 定于2019年0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

韩海滨先生主持，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二、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三、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四、批准《2018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五、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2,970,143.27元，加年初未

分配利润-1,106,756,072.85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103,785,929.58元，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详细审阅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现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的客观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故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六、通过《支付会计师事务所2018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公司拟向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支付2018年度财务审计费和内控审计费共计50万元，

上述审计业务所发生的差旅费、食宿费用均由公司承担。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七、通过《关于计提2018年度辞退福利的议案》

根据公司《职工内退制度》规定，2018年度达到内退条件的职工陆续申请并办理了内退手续。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规定，此部分人员需要计提辞退福利。

公司聘请韬睿惠悦咨询公司进行了精算，根据精算报告，公司计提了相应的辞退福利，共计提618.76

万元，该事项将减少本期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8.76万元。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八、批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九、批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批准《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一、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7年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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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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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实行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2018年6月15日财政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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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据此，本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根据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仅是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的调整，不影

响公司损益，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二、批准《董事会关于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关于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独

立董事意见如下：

瑞华事务所对本公司出具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真实客观的反映了本公司2018年财

务状况和经营情况，我们对审计报告无异议。希望董事会和管理层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有效化解

风险，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我们同意董事

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十三、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上述第一、二、三、五、六、八项议案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待定。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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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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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8日发出关于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的通知，定于2019年4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

名，实到3名。 监事会主席吴青松先生主持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如下议案：

一、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认为：

（1）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2）201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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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方面真实的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本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三、同意《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度的财产状况和经营业绩，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四、同意《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2,970,143.27元，加年初未

分配利润-1,106,756,072.85元，期末未分配利润为-1,103,785,929.58元，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同意《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情

况。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六、批准《监事会关于〈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的意见》（详见

http://www.sse.com.cn）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七、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全体监事审核，一致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本报告期内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我们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100%。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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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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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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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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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量（吨） 销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氯化聚乙烯 41,084 40,899 33,197

水合肼 2,738 2,488 4,781

发泡剂 715 808 1,575

32%烧碱 98,158 79,031 5,805

注：水合肼和32%烧碱部分产品公司内部自用。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名称 较2018年同期变动比率% 较2018年平均变动比率%

氯化聚乙烯 2.85 -1.84

水合肼 -25.09 -14.82

发泡剂 8.99 2.95

32%烧碱 -1.92 -8.34

原材料名称 较2018年同期变动比率% 较2018年平均变动比率%

低压聚乙烯 -0.41 -5.99

工业盐 -0.67 1.48

煤 0.92 1.81

上述生产经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数据未经审计亦非对本公司未来经营情况的预测或保证，

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敬请审慎使用。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事务所” ）审计，该所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本

公司董事会对审计报告没有异议，认为其客观、公正的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强调事项段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2018年12月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

营运资金-763,206,223.36元，累计亏损人民币1,182,618,219.73元，欠银行借款823,787,370.26元。这

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亚星化学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该事项

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

董事会做出如下说明：

公司做出如下说明：

2018年国内经济整体稳中有进，但受到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增速减缓

等因素影响，国内实体经济困难重重，经营风险和隐患有所加剧。 在大环境影响之下，2019年也成为公司

生存发展的关键之年，目前的市场格局对公司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为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2019年公司将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1）紧抓安全生产，夯实企业持续经营基础

2019年公司将继续加强各类安全培训，加大重大危险源、环保设施运行和节能的检查力度，确保生产

“安”“稳”“长”“满”“优” 。

（2）全力开拓产品国内市场，努力扩大产品市场占有份额，增强企业经营实力

2019年公司将提升销售、生产、研发等部门的配合协作机制，进一步加大高附加值产品推广力度，继

续实施一户一策，从合同、发货、库存、收款等环节逐一细化管理，迅速反应，实现产品产销动态平衡。

（3）加大国际市场开发力度，提升产品的国际知名度，扩充公司持续经营实力

公司针对不同门类产品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主要通过品牌效应提升CPE产品市场占有率、抓住水

合肼2018年初步打开局面的契机迅速扩大其出口份额、 采取差异化竞争策略向现有ADC发泡剂高端制

品客户争取更多份额。

（4）加强CPE新牌号研发力度，加强技术储备，支撑企业持续稳健发展

2019年公司仍将围绕核心CPE产业开展研发工作。公司将利用小釜和中试平台进一步加强CPE新牌

号的研发力度。对于一些新兴和具有较大利润成长性的优质下游市场，打造个性定制和精益生产；进一步

对CPE地板布、CPE粒料、CPVC专用粒料、磁性密封材料、防水卷材料、矿用重型阻燃输送带等的领域进

行应用实验工作，力争取得突破。

（5）持续增强融资能力，规避金融风险，为公司持续经营和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2019年公司将努力构建、创新各种融资渠道和方式。公司除了加强与现有融资银行的沟通外，并与多

家金融机构进行广泛接触和协商，稳步推进新增授信的各项工作。其次，与本地国有背景融资平台进行接

洽，探讨合作架构的搭建，不断巩固和完善公司资金链，努力改善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

2019年，公司全体人员上下一心，稳扎稳打，坚定信心，凝聚正能量，坚决完成年度经营目标，继续推

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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