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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公司代码：

603991

公司简称：至正股份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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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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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9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57,054,

233.15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148,574,794.03元，减去本年已分配利润11,925,599.68元，本年度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79,594,961.20元。

鉴于2019年度公司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同

时，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实际情况，为保障公司未来发展的现金需要，公司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不进行利润

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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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正股份 60399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章玮琴 倪雯琴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北横沙河路268号 上海市闵行区北横沙河路268号

电话 021-54155612 021-54155612

电子信箱 zzdh@sh-original.com zzdh@sh-original.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电线电缆、光缆用绿色环保型聚烯烃高分子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被作为绝缘材料或外

护套料广泛应用于电线电缆及光缆的生产过程中。 公司目前产品主要分为以下三大类：光通信线缆、光缆用特种环保聚烯

烃高分子材料；电气装备线用环保型聚烯烃高分子材料；电网系统电力电缆用特种绝缘高分子材料。

（二）经营模式

公司采取“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四位一体的经营模式。 公司自成立至今，秉承“以市场为导向，靠创新求发展” 的

经营理念，始终坚持“客户为先，创新驱动，诚信务实，协作担当” 的核心价值观， 以市场为导向，靠创新求发展，近几年产

品结构和业务规模快速发展，在细分市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三）行业情况

电线电缆高分子材料行业是电线电缆行业重要的上游行业， 电线电缆用高分子材料行业的发展与电线电缆行业的发

展是密不可分的。 电线电缆被喻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血脉，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电线电缆工业是一个由

市场需求为拉力，技术进步为推力，以电线电缆用高分子材料的创新和发展为基础而不断得到发展的行业。 其发展受国内

外宏观经济形势、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其他相关行业发展趋势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电网电缆化率持续攀升，对我国电线电缆行业专业度和质量提

出了新的要求，不断推动着我国电线电缆行业发展进步。虽然目前我国是电线电缆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我国多种高

端的特种电线电缆高分子材料仍依赖进口，大大制约了我国电线电缆制造企业的产品技术升级和创新。 近年来，随着国家

相关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和国民经济发展结构的不断调整，电线电缆用高分子材料下游的电力行业、核能产业、信息产业

等无论在建设规模还是产品特性上均有了较大增长和改善，市场对线缆用高分子材料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受益于“中国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制造” 、“一带一路”发展、国家城乡通信设施升级改造、电网改造、清洁可再生能源建设、机车车

辆、高铁网建设、轨道交通建设等政策的影响，中高端电线电缆用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需求。

从整个行业看，我国电线电缆用高分子材料市场集中度较低，生产企业数量多但规模普遍较小，且技术等级参差不齐。

行业竞争不规范，存在无序竞争现象，整个行业发展不平衡。 电线电缆用高分子材料行业近几年将面临行业整合升级的

迫切需求，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从而带动提升行业整体的发展。公司是专业从事环保型低烟无卤聚烯烃电缆高分

子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定位于中高端电线电缆用绿色环保型特种聚烯烃高分子材料市场，属于国内电线电缆用高分子材

料领先企业中的专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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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

产

689,845,578.34 813,618,931.43 817,414,936.32 -15.21 655,741,000.93 627,797,041.90

营业

收入

461,865,586.09 569,777,614.26 569,777,614.26 -18.94 427,445,898.90 427,445,898.90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净利

润

-57,054,233.15 34,209,014.06 38,005,018.95 -266.78 37,957,327.51 37,957,327.51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扣除

非经

常性

损益

的净

利润

-58,722,485.06 33,560,652.43 37,356,657.32 -274.97 31,503,277.34 31,503,277.34

归属

于上

市公

司股

东的

净资

产

419,094,818.02 488,074,650.85 491,870,655.74 -14.13 461,319,136.59 461,319,136.59

经营

活动

产生

的现

金流

量净

额

45,662,732.98 -74,765,210.86 -74,765,210.86 473,904.95 473,904.95

基本

每股

收益

（元／

股）

-0.77 0.46 0.51 -267.39 0.54 0.54

稀释

每股

收益

（元／

股）

-0.77 0.46 0.51 -267.39 0.54 0.54

加权

平均

净资

产收

益率

（%）

-12.61 7.22 8.00

减少19.83个

百分点

9.54 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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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96,274.90 92,157,967.98 99,997,228.56 137,714,114.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2,741.36 2,875,635.28 -15,663,402.84 -47,979,20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3,687,539.22 3,378,016.68 -15,663,470.84 -50,124,57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976,152.53 50,103,880.80 -11,396,934.05 21,931,9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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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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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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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0 33,456,080 44.89 33,456,080 质押 33,4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纳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490,000 5,053,920 6.7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36,079 3,773,545 5.0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泰豪兴铁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392,449 1,843,409 2.47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叶龙华 -234,000 1,766,000 2.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晓东 1,490,000 1,490,000 2.00 0 无 境内自然人

成都泰豪银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083,100 1,138,000 1.5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安徽国元创投有限责任

公司

-1,100,100 566,616 0.76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吴敏霞 42,700 302,700 0.41 0 无 境内自然人

郭文亮 298,700 298,700 0.40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至正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与公司股东纳华公司的唯一股东均为翁文彪。 翁文彪持有至正集团

16.25%的股权，持有纳华公司100%的股权。 翁文彪同时担任至正集团和纳华公司的董事。 2、公司股东泰豪

银科与泰豪兴铁均为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 3、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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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186.56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8.94%，净利润-5,705.42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66.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872.2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74.97%。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68,984.56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15.21%，净资产41,909.4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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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 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和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的通知》

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和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列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应付票

据”和“应付账款”列示；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此项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经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

账款” ，“应收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61,785,254.67元，

“应收账款”上年年末余额267,254,646.41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为 “应付票据” 和

“应付账款 ” ，“应付票据” 上年年末余额 19,500,

000.00元，“应付账款” 上年年末余额35,592,461.87

元。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1）公司对会计估计变更适用时点的确定原则：自董事会正式批准后生效。

（2）本期主要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开始适用时点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调整部分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

2019.2.1

累计折旧减少2,286,110.02元

固定资产净额增加2,286,110.02元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项目 上年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调整数

重分

类

重新计量 合计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60,395,282.03 60,395,282.03

交易性金融资产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61,785,254.67 -61,785,254.67 -61,785,254.67

应收账款 267,254,646.41 267,254,646.41

应收款项融资 不适用 61,785,254.67 61,785,254.67 61,785,254.67

预付款项 53,684,094.36 53,684,094.36

其他应收款 32,361,905.26 32,361,905.26

存货 68,888,425.79 68,888,425.79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544,369,608.52 544,369,608.52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不适用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不适用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219,302,923.80 219,302,923.80

在建工程 12,759,696.50 12,759,696.50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4,402,409.24 24,402,409.24

开发支出 1,737,248.12 1,737,248.12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322,171.86 322,171.8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89,178.97 2,289,178.97

其他非流动资产 8,435,694.42 8,435,694.42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9,249,322.91 269,249,322.91

资产总计 813,618,931.43 813,618,931.43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225,000,000.00 225,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不适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19,500,000.00 19,500,000.00

应付账款 35,592,461.87 35,592,461.87

预收款项 112,703.03 112,703.03

应付职工薪酬 3,256,422.50 3,256,422.50

应交税费 9,611,456.09 9,611,456.09

其他应付款 10,668,994.56 10,668,994.56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3,358,623.84 13,358,623.84

流动负债合计 317,100,661.89 317,100,661.8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8,443,618.69 8,443,618.69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8,443,618.69 8,443,618.69

负债合计 325,544,280.58 325,544,280.5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74,534,998.00 74,534,998.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247,628,381.73 247,628,381.73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7,336,477.09 17,336,477.09

未分配利润 148,574,794.03 148,574,794.0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88,074,650.85 488,074,650.8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13,618,931.43 813,618,9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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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供应商预付款与关联方往来款错记 追溯调整

预付账款 -31,060,718.70

其他应收款 31,060,718.70

少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追溯调整

固定资产 -4,465,888.11

营业成本 1,832,641.28

管理费用 2,633,246.83

固定资产折旧造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追溯调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9,883.22

所得税费用 -669,883.22

多计提法定盈余公积 追溯调整

盈余公积 -379,600.49

未分配利润 379,6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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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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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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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侯海良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度履职情况

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

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1,865,586.0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054,233.15元。 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公司总资产689,845,578.34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19,094,818.02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9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57,054,

233.15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148,574,794.03元，减去本年已分配利润11,925,599.68元，本年度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79,594,961.20元。

鉴于2019年度公司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同

时，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实际情况，为保障公司未来发展的现金需要，公司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不进行利润

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按公允价格，决定日常经营活动中关联

交易的实际数量和金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侯海良先生、翁文彪先生、章玮琴女士以及迪玲芳女士回避并未参与本关联交易议案

的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和《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2020年度公司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年报财务审计服务和内控审计服

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2019年度，公司合计支付给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年度财务审计服务的费用为90.00万元,内控审计服

务费用为6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1）。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声明》和《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20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2020年，公司以董事各自工作范围及主要职责完成情况、岗位工作业绩考评等确定薪酬，不另行计发津贴。 公司独立

董事年度津贴为6万元（税前），参加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股东大会等的相关费用由公司承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并通过《公司2020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2020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由固定月薪和绩效工资两部分构成，绩效工资将根据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工作范围及主

要职责完成情况、岗位工作业绩考评等确定。 其中，固定月薪按以下标准发放：总裁2.5万元、副总裁2.2-2.5万元、董事会秘

书2.5万元、财务总监2.5万元、总工程师2.5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19年度公司财务内控管理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重大缺陷， 公司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能够真实、

客观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并为下一年度的内部控制改进提供方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并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度）》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机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文件要求，公司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高度

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特制定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度）》。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并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近期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33）。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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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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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

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传镇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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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

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1,865,586.0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054,233.15元。 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公司总资产689,845,578.34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419,094,818.02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9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57,054,

233.15元，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148,574,794.03元，减去本年已分配利润11,925,599.68元，本年度末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79,594,961.20元。

鉴于2019年度公司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负，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未达到利润分配条件。同

时，考虑公司目前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保障公司未来发展的现金需要，公司拟定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不进行利

润分配，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其他形式的分配。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并且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

经营业绩状况、未来经营资金需求等各项因素，符合公司经营现状，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改善物

流和原材料质量、降低成本，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及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

会计信息，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

和差错更正》、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

露》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差错更正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事项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等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2）。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并通过《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2019年度公司财务内控管理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重大缺陷，公司未能按照企业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并为下一年度的内部控制改进提供方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并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度）》

为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和机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文件要求，公司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高度

重视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特制定了《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度）》。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并通过《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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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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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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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991

证券简称：至正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0

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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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上海至正道化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公告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原则，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

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侯海良先生、翁文彪先生、章玮琴女士以及迪玲芳女士回避并未参与本关

联交易议案的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2、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针

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有利于公司减少管理成本，扩大产品销售。

我们同意对公司2020年度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关联交易情况的预计， 并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中产生的，有利于公司减少管理成本。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对公司及全体股东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

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5、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为公司正常生产经

营所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改善物流和原材料质量、降低成本，未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章程和

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二）公司2019年度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2019年3月5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19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侯海良先生、翁文彪先生、章玮琴女士以及迪玲芳女士回避，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

过该议案。

2019年度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实际产生的主要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度实际发生额 2019年度预计发生额

预计发生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采购原材料

Original�International�

Co.,�Ltd

910.09 1,500.00

在保证产品性能的前提下，公司用

性价比更高的国内原材料代替原计

划采购的某些国外原材料，因此导

致预计发生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较大。

采购运输劳务 上海齐楚物流有限公司 1,430.81 1,900.00

受市场环境影响，2019年度公司产

品销量未达到预期，整体呈下降趋

势，导致物流运输量减少。

合计 / 2,340.90 3,400.00 /

（三）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0年度预计发

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

生的交易金额

2019年度实际发

生额

占同类 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原材

料

Original�

International�Co.,�Ltd

900.00 2.25 0 910.09 2.13 不适用

采购运输

劳务

上海齐楚物流有限公

司

1,900.00 86.00 224.58 1,430.81 91.09

预计本年度经营业绩整体

呈现较好发展态势，产品销

量同比增加，因此预计本年

度物流运输量增加。

合计 / 2,800.00 / 224.58 2,340.90 / /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需求情况和公司经营情况，按公允价格，决定日常经营活动中关联

交易的实际数量和金额。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上海齐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楚物流” ）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金汇镇金钱公路555号16幢104室；

注册资本： 2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海峰；

主要股东：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经验范围：普通货运，货物运输代理，人工搬运服务，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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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楚物流成立于2013年， 主要从事国内陆运物流配送服务， 为公司控股股东至正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齐楚物流截止

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654.28万元人民币，净资产205.52万元人民币，营业总收入1,622.21万元人民币，

净利润2.66万元人民币。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Original� International� Co.,� Ltd（以下简称“Original� International” ）

注册地址：1601� WALNUT� ST� STE� 208,� CARY,� NC� 27511

注册证书编号：C201707303990

Original� International成立于2017年，主要从事贸易进出口服务，为公司控股股东至正集团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自

2018年起，Original� International已开展化工原材料进出口业务。 Original� International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

据如下：总资产180.60万元人民币，净资产179.91万元人民币，营业总收入496.89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2.87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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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侯海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迪玲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迪玲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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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907,960.73 689,845,578.34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6,434,862.78 419,094,818.02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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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0,665.02 -14,976,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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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12,399.24 131,996,274.90 -4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659,955.24 3,712,741.36 -44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006,245.05 3,687,539.22 -452.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0.75 减少3.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5 -4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5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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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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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7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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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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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09.97

合计 346,28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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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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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33,456,080 44.89 33,456,080 质押 33,4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53,920 6.7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726,745 5.00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叶龙华 1,587,100 2.13 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强 1,566,399 2.10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晓东 1,115,900 1.5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小丽 1,009,071 1.3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8,883 0.6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泰豪兴铁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58,376 0.6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奉佑生 435,126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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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纳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53,920 人民币普通股 5,053,920

安徽安益大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26,745 人民币普通股 3,726,745

叶龙华 1,58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7,100

黄强 1,566,399 人民币普通股 1,566,399

王晓东 1,11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5,900

吴小丽 1,009,071 人民币普通股 1,009,07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8,883 人民币普通股 458,883

上海泰豪兴铁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58,376 人民币普通股 458,376

奉佑生 435,126 人民币普通股 435,126

何兰英 409,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至正集团的第二大股东与公司股东纳华公司的唯一股东均为翁文彪。 翁

文彪持有至正集团16.25%的股权，持有纳华公司100%的股权。 翁文彪同时担任至正集团

和纳华公司的董事。

2、 公司股东泰豪银科与泰豪兴铁为一致行动人， 均为泰豪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

业。

3、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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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1,010,295.59 18,688,147.12 119.45 主要为应收账款现金回款增加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收款项融资 19,972,846.44 34,329,840.46 -41.82 主要为应收账款通过承兑汇票回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7,616,958.86 2,817,398.33 170.35 主要为暂支款、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54,998,253.78 45,242,089.10 21.56 主要为销售备货，存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916,028.76 544,973.80 251.58 主要为期末留抵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3,567.00 107,171.00 -22.03 主要为设备验收后转固所致

应付票据 19,380,000.00 4,000,000.00 384.50 主要为通过票据支付原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1,238.89 120,347.76 -82.35 主要为产品销量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61,828.15 2,866,931.38 -45.52 主要为人员减少和享受社保减免政策所致

应交税费 121,466.68 2,560,969.18 -95.26 主要为销量减少随之增值税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8,468,840.26 13,694,602.15 34.86 主要为银行信用证福费廷业务所致

递延收益 11,449,787.15 7,975,062.15 43.57 主要为收到政府项目补贴尾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8,712,399.24 131,996,274.90 -47.94 主要为销售量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65,109,046.87 111,475,885.48 -41.59 主要为销售量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49,731.50 316,550.40 -84.29 主要为销售量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4,467,499.90 4,971,182.21 -10.13 主要为销售量下降所致

管理费用 5,806,303.47 4,049,418.99 43.39

主要为报告期内精简员工费用增加和购买防疫物资等

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2,594,909.48 3,783,284.82 -31.41 主要为研发直接投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3,752,263.04 3,319,677.20 13.03 主要为应收票据贴现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02,775.00 23,507.70 1,613.38 主要为政府补贴项目摊销所致

营业利润 -12,844,580.02 4,103,783.50 -412.99 主要为销量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4,624.78 20,300.30 -77.22 主要为处置废品较上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4,158.42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未发生营业外支出所致

利润总额 -12,659,955.24 4,109,925.38 -408.03 主要为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97,184.02 不适用 主要为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净利润 -12,659,955.24 3,712,741.36 -440.99 主要为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370,665.02 -14,976,152.53 不适用

主要为报告期内为员工支付的现金和支付的各项税费

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61,983.22 -36,890,464.11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7,626,965.08 7,146,750.00 146.64 主要为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主要财务指标 本期数 去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07 0.75 减少3.82个百分点 主要为报告期内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5 -440.00% 主要为报告期内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5 -440.00% 主要为报告期内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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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11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上海至正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正集团” ）及实际控制人侯海良先生

通知，其拟筹划向深圳市正信同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信同创” ）转让至正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该事项

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披露的《至正股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转

让公司股份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8）。

2020年4月2日，公司控股股东至正集团与正信同创创签署《股份转让协议》，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20,124,45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7.00%）转让给正信同创。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至正集团变更为正信同创，公司实际控

制人由侯海良先生变更为王强先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7日披露的《控股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正集团）》及2020年4月10日披露的《详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正信同创）》（修订稿）。上述事项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本次协议转让的实际进展情况及《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议及信息披露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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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主要原因为受国内宏观经济及公司下游光通信行业增幅

减缓、电线电缆行业去产能，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综合影响，如若第二季度公司产品调整未能带来效益，公司营业收入和

利润较上年同期会有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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