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沧州明珠 股票代码 00210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增胜 李繁联

电话 0317－2075318 0317－2075245

传真 0317－2075246 0317－2075246

电子信箱 yuzengsheng@126.com lifanlian999@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2年 2011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0年

营业收入（元） 1,762,387,037.99 1,660,217,498.13 6.15% 1,363,083,92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1,702,671.00 100,598,022.09 20.98% 116,063,94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5,461,527.43 96,251,863.66 19.96% 114,680,329.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940,414.51 55,954,129.30 30.36% 70,302,172.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3 12.12% 0.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7 0.33 12.12% 0.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6% 15.47% -2.41% 21.13%

2012年末 2011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0年末

总资产（元） 1,779,882,860.37 1,289,719,666.32 38.01% 1,186,820,32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3,096,548.83 698,677,282.83 55.02% 603,106,840.74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股东总数 23,819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第5个交易

日末股东

总数

23,069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54% 127,693,569 3,880,000 质押 97,520,000

钜鸿（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80% 33,350,416

华基丰收(天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5% 8,000,000 8,000,000

中海基金公司－深发－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2.02% 6,860,000 6,860,000

津杉华融（天津）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1.76% 6,000,000 6,000,000

中航证券－浦发－中航金航5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2% 4,500,000 4,500,000

陈智勇 境内自然人 1.18% 4,000,000 4,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民生加银红利回报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3,246,687

中国银行－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82% 2,788,081

中海基金公司－兴业－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0.79% 2,680,000 2,6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之间，除中海基金公司－深发－中海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和中海基金公司－兴业－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海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外，未知其他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2年，全球经济形式复杂，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公司全体员工充分发扬自主经

营、团结协作、开拓创新、不断超越的进取精神，通过精心谋划，果断决策，不断推进和完善生产经营的各项

工作,适时调整应对策略，公司规模得以不断扩大，财务状况保持了比较好的状态，使公司继续保持了良好

的发展势头，从而实现了业绩的稳步增长，圆满完成了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推进内部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提高了风险控制能力和规范运作水平；继续坚持以

市场为导向， 通过制定落实新的销售方案， 完善激励机制， 拓展并持续增加各类产品市场份额，PE管道和

BOPA薄膜产品均处于市场领先位置；继续深化和完善绩效考核激励体系，实现过程控制，结果评价，侧重管

理层经营责任考核权重，奖励分配向一线生产、销售、技术倾斜；通过建立和完成国家级实验室塑料管道研

究测试中心建设，取得了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CNAS认可资质，从而提高了产品的检测能力

和管理水平；通过优化调整公司组织架构，明确职能分工，拆分管道事业部，建立内部市场，量化产销间利

润，提高运营效率；继续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2000万平米锂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和“年产19800吨聚

乙烯（PE）燃气、给水用管材管件项目” ，以及自有资金投资 “年产5000吨新型高阻隔包装薄膜（BOPA）项

目”的建设，公司的生产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巩固和夯实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177,988.83万元，较期初增长38.01%；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108,309.65

万元，较期初增长55.02%；资产负债率由年初的43.80%降低至37.68%。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76,238.70万

元，较上年提高6.15%；实现营业利润15,613.82万元，利润总额16,447.1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170.27万元，分别较上年提高21.00%、21.97%、20.98%。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没有发生变化。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出局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新立

2013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002108� � �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13-003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3年3月16日以专

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会议于2013年3月26日9: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于新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司的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

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报告》中的第四节。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审计报告》详见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公司（母公司）2012年度实现净利润为75,371,414.63元，加年

初未分配利润172,524,664.10元，减去2011年度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7,537,141.46元，减去本年已分配现金股

利30,165,480.00元，截止2012年12月31日，可供分配的利润为210,193,557.45元；截止2012年12月31日，资本公

积金余额为333,330,089.11元。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340,154,8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 （含

税），共派发现金红利61,227,864.00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2012年度报告做出了保证公司2012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书面确认意见。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3年3月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3－004号。《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报告》详见

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2013年3月

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3－005号。《齐鲁证券有

限公司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和《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详见2013年3月27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3年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关联董事于新立、于桂亭、孟庆升、霍玉章、孙梅回避表决。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经常性关联交易公告》详见2013年3月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3－006号。《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对2013年经常性关联交易的审查意见》、《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经常性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办理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2013年度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中信银行石家

庄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沧州分行、交通银行沧州分行、河北银行沧州分行、

沧州银行、沧州融信农村商业银行、沧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安银行天津塘沽支行、浦东发展银行沧州分

行等申请15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国际信用证、进口押汇、商业票据贴现、银行

保函、流动资金贷款、应收账款保理、固定资产贷款等业务。公司最终办理的授信额度以银行批准的额度为

准。公司授权董事长在授信额度内签署有关银行授信手续，并授权签署相关的银行借款与资产抵押合同或

文件等手续。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公告》详见2013年3月27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3－007号。独立董事关对此发

表的独立意见详见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报酬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将独立董事津贴从30,000元/年（含税）提高到50,000元/年（含税）。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会计师事务所2012年度审计工作评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度审计工作的评价》和独立董

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继续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公司拟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

制规则落实自查表》、《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齐鲁证券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核查意见》、《沧州明塑料股份有

限公司监事会珠关于对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详

见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章程修正案》和《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章程（修订稿）》详见2013年3月27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详见2013年3月27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十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3年4月16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13年4

月11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2013年3月27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3－008号。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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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临时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第9号：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等有关规定，将沧州明珠塑料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2]300号文）核准，公司于2012年4月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850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8.1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31,223.50�万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以及发行费用1,935.2925万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29,288.2075万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2年4月20日到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中喜验字[2012]第 0024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12年12月31日， 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53,575,170.53元， 其中：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153,569,

441.88元（包括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50,335,228.35元），银行手续费5,728.65元。此

外， 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110,000,000.00元，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累计利息收入286,

365.37元。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29,593,269.84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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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和要求，根据《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 ）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

督，保证专款专用。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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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和保

荐人齐鲁证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解放路支行、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迎宾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执行。

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解放路支行和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迎宾支行分别开设了募

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募集资金余额 利息收入 合 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

市解放路支行

101117720114 7,413,751.17 134,063.51 7,547,814.68

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迎宾

支行

608012011000001218 21,893,153.30 152,301.86 22,045,455.16

合 计 29,306,904.47 286,365.37 29,593,269.84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223.50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15,357.5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15,357.5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年产19800吨聚乙烯

（PE）燃气、给水用

管材管件项目

否 15,268.16 15,268.16 6,578.84 6,578.84 43.09%

2013年5

月31日

292.98 是 否

年产2000万平方米锂

离子电池隔膜项目

否 13,920.00 13,920.00 8,778.67 8,778.67 63.07%

2013年4

月30日

--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9,188.16 29,188.16 15,357.51 15,357.51 -- -- 292.98 -- --

超募资金投向

合计 -- 29,188.16 29,188.16 15,357.51 15,357.51 -- -- 292.98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19,800吨聚乙烯（PE）燃气、给水用管材管件项目” ，原实施地点位于沧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生产厂区内，根据项目实际需要，公司将该项目中年19,000吨产聚乙烯（PE）燃

气、给水用管材部分的实施地点变更为位于沧河路北侧公司厂区。该项目中，年产800吨聚乙烯（PE）燃

气、给水用管件部分，仍按原计划实施；同时，公司将位于沧河路北侧厂区的原（PE）燃气、给水用管件生

产设备全部搬迁至沧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司厂区。 该事项已经公司2012年5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保荐机构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详见2012年5月24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2-033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以募集资金50,335,228.35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50,335,228.35元。该事项已

经公司2012年5月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置换预先投入资金事项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了专项审核，公司保荐机构齐鲁证券

有限公司和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的专项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沧州明珠塑料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详见2012年5月8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2-025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司于2012年5月23日召开的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用14,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为6个月，时间为2012年5月23日至2012年11月23日。《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2012年5月8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告2012-026号。上述资金已于2012年11月12日全部转入了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

户。《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归还公告》 详见2012

年11月13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2-051号。

2、公司于2012年11月15日召开的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用11,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6个月，时间为2012年11月15日至2013年5月14日。《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2012年10月3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2012-046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2年度，本公司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募集资

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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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3年经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及其子分公司以往情况及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公司及其子分公司对2013年度与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塑集团” ）及其子分公司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品 名 关联方

2013年预计交易最

高金额

2012年发生金额

租入资产 租用办公用房和职工公寓 东塑集团 120.00 44.68

租入资产 租赁生产车间用房 东塑集团 230.00 136.00

租入资产 租赁生产车间用地 东塑集团 210.00 36.40

租入资产 租赁采暖锅炉 东塑集团 6.00 3.00

支付劳务费 招待、会议费 东塑集团颐和大酒店 100.00 64.00

合计 666.00 284.08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河北沧州东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经济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桂亭

法定住所：沧州市运河区新华西路13号

注册资本：10,887万元

经营范围：制造塑料制品、聚氨酯床垫、纺织绗缝复合材料、机械设备；房屋租赁；金属材料（不含稀贵

金属）、木材、化工原料（不含化学危险品）、家具的批发、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硅油、阻燃剂、辛酸亚锡生产（凭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下列范围限分

支机构经营）：烟酒（限零售）；餐饮、住宿、文化娱乐、美容美发、洗浴洗衣服务；花卉、食品饮料的批发、零

售。主要生产经营地为沧州。

截止2012年12月31日，总资产为56,843万元、净资产为18,410万元，负债总额38,433万元；2012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12,484万元,�实现净利润-1,22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东塑集团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截止2012年12月31日，持有本公司123,813,569股股票，占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37.54%。

（2）东塑集团颐和大酒店，是东塑集团下属分公司，主要从事餐饮和住宿等酒店业务。

2、关联方履约能力

东塑集团及其子分公司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我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基本不存在违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开、不损害本公

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原则。其定价依据为：在有政府指令性或指导性价格的情况下，关联交易价格根

据政府指令性或指导性价格确定；在无政府指令性或指导性价格的情况下，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即

交易一方与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类似交易时所应采取的价格确定； 若既无政府指令性价格或指导性价

格，亦不存在市场价格，则关联交易价格依据生产成本加合理利润的方式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其子分公司与东塑集团及其子分公司所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所产生

的，以上关联交易是在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五、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于新立、于桂亭、孟庆升、霍玉

章、孙梅回避表决。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监事会审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其

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的行为。

3、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迟国敬、邓文胜、李万军对以上关联交易于2013年3月16日在本次董事会召开之前进行了

事前审核，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关于2013年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该等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市场化选择，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决策程序合

法，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况，此项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

4、保荐机构专项意见

齐鲁证券认为：沧州明珠2013年度与其关联方之间拟发生的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和正

常经营需要，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

立董事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决

策程序合法；上述经常性关联交易金额与公司全年的经营收入相比，比例较小，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

生依赖、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综上，齐鲁证券对沧州明珠拟发生的2013年经常性关联交易无异议。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2013年3月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13年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及

相关合同签署原则规定，交易价格采用市场公允价格，结算方式为现金结算或转账结算，根据合同付款。

双方可根据本身需要、市场情况的变化或其他合理原因对上述交易事项进行调整或增减，实际发生的

交易情况在本年度总结后统计计算。已签订协议的，双方执行原协议，未签订协议的授权公司经理层与其签

订协议。上述交易的某一项内容被终止和调整的，不影响其他交易事项的执行。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审查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经常性关联交易的专项意见

5、《房屋租赁协议》、《办公用房租赁协议》、《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厂房租赁协议》、《采暖锅炉租

赁协议》等关联协议。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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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8,500万元，是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德州东鸿制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德州东鸿” ）和控股子公司沧州东鸿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沧州东鸿” ）提供的担

保。公司2013年3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

项的议案》，公司2013年度拟为全资子公司德州东鸿、芜湖明珠塑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明珠” ）

和控股子公司沧州东鸿提供担保，担保业务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国际信用证、进口押汇、商业票据贴现、银行

保函、流动资金贷款、应收账款保理、固定资产贷款等，累计担保金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具体见

下表：

单位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万元）

沧州东鸿 73% 10,000

德州东鸿 100% 15,000

芜湖明珠 100% 5,000

合计 30,000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代表公司办理具体担保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该议案须经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德州东鸿制膜科技有限公司

德州东鸿成立于2009年6月29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5,6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100%，是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双向拉伸聚酰胺（尼龙）薄膜生产、销售；货物的进出口业务（国家禁止的危险化学品除外）。

截止2012年12月31日， 总资产14,929.04万元、 净资产8,910.64万元， 负债总额6,018.40万元， 资产负债率

40.31%；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0,078.27万元, �实现净利润842.67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

2、芜湖明珠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芜湖明珠成立于2009年8月5日，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100%，是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营业范围为聚乙烯燃气给水管材管件、排水管材管件、硅胶管管材管件其他各类管材管件的生

产和销售，并提供聚乙烯塑料管道的安装和技术服务。截止2012年12月31日，总资产10,383.23� � 万元、净资

产9,812.13万元，负债总额571.10万元，资产负债率5.50� %。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2400.00万元,�实现净利

润3,850.93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3、沧州东鸿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沧州东鸿成立于2003年9月25日，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公

司持股比例为73%，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沧州东鸿的经营范围为生产聚酰胺薄膜、聚酰亚胺保鲜膜，聚酰胺

切片及其它塑胶制品，销售本公司产品。截止2012年12月31日，总资产10,370.41万元、净资产 9,662.21万元，

负债总额708.20万元，资产负债率6.83%；201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246.64万元,�实现净利润922.39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抵押担保或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视全资和控股子公司实际申请贷款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共计人民币30,000�万元。

2013年度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担保余额情况

2013年度，公司拟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余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占公司2012年期末

经审计总资产16.86%，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27.70%。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余额为8,500万元，占公司2012年期末总

资产的4.78%，占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7.85%。除此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无逾期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德州东鸿和芜湖明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100%的股权，截至2012年12月31日，德州东鸿和芜湖

明珠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0.31%和5.50%；沧州东鸿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73%的股权，截至2012年12

月31日，沧州东鸿资产负债率为6.83%。（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上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稳定，资产质量优良，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

力。

因此， 公司对上述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拟担保事项有利于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获得业务发展所需要的资

金，支持其业务快速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和《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对上述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拟担保事项有利于全资和控股子公司获得业务发展所需要的

资金，支持其业务快速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和《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文件的规

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上述担保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2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4、沧州东鸿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德州东鸿制膜科技有限公司和芜湖明珠塑料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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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2013年4月16日（星期二）9:00时

3、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审议《关于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审议《关于201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审议《关于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6、审议《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7、审议《关于办理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8、审议《关于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9、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10、审议《关于继续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制定<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股权登记日：2013年4月11日

四、出席会议对象

1、2013年4月11日（星期四）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3年4月15日（上午8:00-11:00，下午14：00-18:00）

2、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股东帐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3、登记地点：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河北省沧州市新华西路43号）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河北省沧州市新华西路43号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邮编：061001

传真号码：0317-2075246

六、 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于增胜先生、李繁联先生

联系电话：0317-2075318、2075245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7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人（本公司）出席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理人应对本次股东大会以下十二项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1、《关于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2、《关于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3、《关于201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4、《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5、《关于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6、《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7、《关于办理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8、《关于对全资和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9、《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0、《关于继续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1、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12、审议《关于制定<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 □ 赞成票 □ 反对票 □ 弃权票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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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3年3月16日以书面

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2013年3月26日14: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张

勇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合计177,988.29�万元，负债

合计67,069.84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108,309.65万元。

2012年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76,238.70万元，营业利润15,613.82万元，利润总额16,447.12万元，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170.27万元。经营活动生产的现金流量净额7,294.04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15,319.18万元。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以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340,154,8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80元 （含

税），共派发现金红利61,227,864.00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编制

和审核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2年经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认为：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对2013年经常性关联交易的审查意见》 详见2013年3月27日

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继续聘请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负责公司的财务审计工

作，聘任期一年。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对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详见2013年

3月27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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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2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13年4月5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在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上举行2012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

程方式召开，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于新立先生、总经理霍玉章先生，独立董事迟国敬先

生、董事会秘书于增胜先生和财务负责人孙梅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3月27日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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