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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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梁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振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振东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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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1,334,585.33 2,396,578,466.56 4.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90,502,697.67 1,977,397,956.87 0.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3,369,223.92 37,323,328.31 -269.7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49,231,903.96 879,886,053.63 5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95,259.20 47,579,707.42 -10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444,180.36 -25,852,529.08 -9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12 2.42 减少2.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32 -10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32 -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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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1,000.28 157,447.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8,526.37

所得税影响额 -

合计 11,000.28 148,92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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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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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

限公司

520,000,000 35.51 400,000,000 冻结 52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32,716,270 2.23 0 未知 国有法人

蒋全龙 12,612,300 0.8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11,645,000 0.80 0 未知 国有法人

陈庆桃 10,330,000 0.7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贺振扬 5,195,700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韩梦 4,841,008 0.3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伟汉 4,546,587 0.3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明水 4,299,900 0.2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荣娣 4,090,000 0.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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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长富瑞华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716,270 人民币普通股 32,716,270

蒋全龙 12,61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12,3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1,6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45,000

陈庆桃 10,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30,000

贺振扬 5,195,700 人民币普通股 5,195,700

韩梦 4,841,008 人民币普通股 4,841,008

陈伟汉 4,546,587 人民币普通股 4,546,587

李明水 4,2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9,900

吴荣娣 4,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末，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与有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前十大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详，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

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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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说明

项目

货币资金 105,832,941.93 242,177,917.40 -56.30 主要是法院划款所致

应收账款 106,755,282.11 47,648,701.02 124.05 本报告期内收购资产所致

其他应收款 93,952,875.70 2,942,788.61 3,092.65 法院划款8700万元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810,085.22 47,413,692.76 -72.98 吉林银行股权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45,257,836.32 22,144,110.37 104.38 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4,170,084.39 12,811,174.30 166.72 模具加工订单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9,429,470.29 1,879,230.42 933.91 本报告期内收购资产所致

其他应付款 86,903,816.99 58,859,791.77 47.65 本报告期内收购资产所致

利润表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说明

项目

营业收入 1,349,231,903.96 879,886,053.63 53.34 本报告期内收购资产所致

营业成本 1,323,567,147.62 864,939,898.51 53.02 本报告期内收购资产所致

投资收益 -382,686.17 73,566,958.95 -100.52

本报告期出售资产减少所

致

现金流量表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说明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369,223.92 37,323,328.31 不适用

支付购买商品的现金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39,804.20 -890,357.95 不适用 收回股利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85,450.08 -35,731,923.11 不适用 收、支其他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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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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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军

日期: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47� � �股票简称：ST大控 编号：临2018-074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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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10月23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五）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梁军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投票结果：7票赞成，O票反对，O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747� � � �股票简称：ST大控 编号：临2018-075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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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8年10月23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知。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8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五）本次监事会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丛旭日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对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编制审议程序进行了全面审核，一致认为：

1、公司2018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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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

规定；

2、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

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第三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投票结果：3票赞成，O票反对，O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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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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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 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邵建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温敏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陆林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2,233,004,347.05 11,957,286,791.45 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457,758,528.45 3,431,580,687.15 0.7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34,330,878.52 11.46% 1,876,174,665.18 2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7,993,738.91 15.01% 130,707,536.80 1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0,765,343.15 19.04% 107,060,705.51 1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17,719,942.05 92.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8 15.18% 0.0581 12.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6 10.24% 0.0509 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 0.05% 3.74% 0.0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955,377.77

无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1,928,699.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250,264.7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82,583.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171.96

合计 23,646,831.2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1,30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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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海印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14% 1,083,145,682 129,334,325 质押 784,143,233

邵建明 境内自然人 5.88% 132,290,000 99,217,500

邵建聪 境内自然人 5.10% 114,710,000 质押 110,000,000

陈泽钦 境内自然人 0.38% 8,454,913

罗胜豪 境内自然人 0.34% 7,700,000 冻结 3,500,000

蒋伟行 境内自然人 0.22% 4,952,100

林平 境内自然人 0.21% 4,674,100

钱荣福 境内自然人 0.16% 3,500,000

李奕鸿 境内自然人 0.14% 3,179,400

黎奋信 境内自然人 0.11% 2,501,7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53,811,357 人民币普通股 953,811,357

邵建聪 114,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710,000

邵建明 33,07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72,500

陈泽钦 8,454,913 人民币普通股 8,454,913

罗胜豪 7,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700,000

蒋伟行 4,952,100 人民币普通股 4,952,100

林平 4,674,1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4,100

钱荣福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李奕鸿 3,179,400 人民币普通股 3,179,400

黎奋信 2,50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邵建明、邵建佳、邵建聪，与第二大股

东邵建明，第三大股东邵建聪构成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变动金额 与上期相比增减变动 原 因

货币资金 -883,141,442.00 -38.72%

报告期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工程款、偿还贷款

本金利息以及支付回购股票价款所致。

应收票据 -193,200,000.00 -78.86%

报告期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收回质押的票据贷款以

及部分质押贷款转为信用贷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05,195,222.10 682.28% 报告期内其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发放贷款及垫款 211,916,598.90 41.57%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金控板块子公司增加对外贷

款所致。

在建工程 -219,641,051.85 -57.22%

报告期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子公司展贸城项目将已达到

可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结转至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279,134,800.94 44.19%

报告期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子公司展贸城项目将已达到

可使用状态的在建工程结转至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短期借款 577,350,000.00 65.80%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借入短期借款补充流动

资金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7,334,321.12 78.64%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房产公司应付工程款增加及

合并范围变更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92,208,333.11 -53.92% 报告期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偿还了到期债务所致。

长期借款 1,302,112,500.00 59.24%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进行了融资所致。

长期应付款 -545,973,208.86 -99.87%

报告期内减少的原因是资产证券化及直接融资工具的金

额均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资本公积 7,584,444.72 42.14% 报告期内增加原因是少数股东增资子公司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755,719.35 91.86%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支付的土地增值税及房

产税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3,378,329.01 51.60%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金融板块增加研发投入

所致。

财务费用 61,372,054.29 60.85%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利息成本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346,515.50 641.84%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对子公司计提了部分商

誉减值准备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525,714.24 375.62%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对部分资产进行了处置

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334,490.70 84.41%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收到政府回购建设用地

的补偿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161,042.94 1621.23%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结转政府回购建设用地

的成本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161,677.10 68.48%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房产销售增加预缴的所

得税相应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513,288,351.21 31.36%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房产销售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409,745.55 -100.00% 上期广东商联收到高新技术企业退税，本期无此事项。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97,216,904.50 32.68%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收到续约商铺定金增加

以及收到政府补偿款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4,622,989.03 64.36%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房产销售增加预缴的所

得税及土地增值税等相应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96,165,134.84 51.03%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支付了扬州子公司的并

购前债务款以及旧商户租约退回商铺定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5,206,021.46 -61.79%

报告期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收到的权益分红比上年

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2,498,978.40 -61.78%

报告期内减少的原因是上期石家庄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的

现金较多，本期展贸城配送等处置资产收回的现金较少

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44,021.47 234.47%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广州商联科技处

置下属小体量的子公司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02,692,979.80 -57.00%

报告期内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公司本期赎回的理财产品较

上期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40,400,000.00 -71.63% 本期公司仅投资了肇庆广恒灯饰公司项目。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5,960,000.00 -53.20%

报告期内减少的原因是本期公司下属子公司吸收少数股

东投资较上期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299,110,000.00 243.82%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进行了融资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445,050,000.00 -100.00% 上期公司发行了公司债券，本期没有此项目。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823,000,000.00 -100.00% 上期收到直接融资工具等融资资金，本期没有此项目。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479,370,766.67 148.04%

报告期内增加的原因是本期公司到期并偿还的债务比上

期增多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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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

截止2018年9月28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41,083,7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260%，最高成

交价为2.8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56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12,092,001.63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详见

公司于2018年10月10日披露的2018-71号《关于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2、公司新增子公司注册情况

2018年8月20日，公司成立上海海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现已完成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注册资本：300万

元；法定代表人：邵建明；经营范围：停车场（库）经营，物业管理。

2018年9月3日，公司成立肇庆景仙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现已完成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注册资本：300万

元；法定代表人：邵建明；经营范围：物业管理。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事项在公司总裁权限范围内。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8年7月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

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3亿元进行回购，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元/股（含3

元/股），回购后将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普通股股本，回购

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

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拟发行非公开发行的普通公司债

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5亿元）。

2018年07月0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34号

公告名称：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35号

公告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预案

公告编号：2018-36号

公告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

案的公告

2018年7月18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

宜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18年07月1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41号

公告名称：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因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将回购股份

依法予以注销，减少公司普通股股本，属于减资情形。根据相

关规定，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

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2018年07月2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42号

公告名称：关于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2018年7月2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A股普通股股价已满足《募集说明书》中规定的转股

价格的向下修正的条件，为了优化资本结构，支持公司长期发

展，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董事会提议按照《募集说明书》中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修正“海印转债”的转股价格。

2018年07月2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44号

公告名称：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45号

公告名称：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告

在“海印转债”存续期内，因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并将回购股份依法予以注销，减少公司普通股股

本，属于减资情形。2018年8月3日，公司召开“海印转债”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

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2018年08月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48号

公告名称：“海印转债” 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披露《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报告书》，公

司将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依法

予以注销，减少公司普通股股本。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3元/股

（含3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

预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2018年08月0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49号

公告名称：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的报告书

2018年8月8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

股份数量为13,479,6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991%，最高成交

价为2.8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5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7,

056,325.40元（不含交易费用）。

2018年08月0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51号

公告名称：关于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公告

2018年8月9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

同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确定向下修正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议案》。综合考虑相

关规定和公司股票价格情况，“海印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为3.50元/股。

2018年08月1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52号

公告名称：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公告编号：2018-53号

公告名称：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54号

公告名称：关于向下修正“海印转债”转股

价格的公告

截至2018年8月13日，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3,

079,6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58%，最高成交价为2.82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2.5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63,988,855.63元（含

交易费用）。

2018年08月1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55号

公告名称：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1%暨回购进

展的公告

公司向公司控股股东海印集团租赁海印中心停车场及5层至

19层写字楼的使用权和经营权，租赁期为33个月，合同总金额

约为13,435,757.28元。

2018年08月2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60号

公告名称：关于租赁公司控股股东房产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

截至2018年8月31日，公司可回购股份时间为5个交易日，累计

回购股份数量为23,839,6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596%，最高

成交价为2.8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58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65,952,846.42元（不含交易费用）。

2018年09月0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62号

公告名称：关于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海印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邵建明、邵建聪，拟分

别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协议转让给控

股股东子公司茂名环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计126,782,

4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64%。

2018年09月1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64号

公告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间

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

告

因第八届董事会和监事会已届满，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24

日、9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关于制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2018年09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56号

公告名称：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临时会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65号

公告名称：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2018年9月1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九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和《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2018年09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8-66号

公告名称：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

公告编号：2018-67号

公告名称：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广州海印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同业竞

争承诺

海印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邵建

明等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再

从事高岭土、炭黑、商业物业、

专业市场等构成或可能构成

与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业务，未来所有的高岭土、炭

黑、商业物业、专业市场等项目

机会均由海印股份进行。

2008年11

月12日

长期

1、2013年5月，公司与控股股东海印集团

进行资产置换，置入广州总统大酒店有

限公司，置出茂名环星炭黑有限公司。置

换完成后，公司完全剥离炭黑业务，海印

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邵建明等及其所控制

的企业不再从事炭黑业务和未来所有的

炭黑项目机会均由海印股份进行的承诺

已经履行完毕。

2、2014年12月，公司与控股股东海

印集团进行关联交易，将北海高岭出售

给海印集团。交易完成后，公司完全剥离

高岭土业务，海印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邵

建明等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高岭

土业务和未来所有的高岭土项目机会均

由海印股份进行的的承诺已经履行完

毕。

3、海印集团和实际控制人邵建明等

及其所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商业物业、

专业市场等构成或可能构成与上市公司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未来所有的商

业物业、专业市场等项目机会均由海印

股份进行”的承诺仍在继续履行中。

广州海印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承

诺

鉴于海印广场及电器总汇部

分物业存在权益瑕疵，海印广

场中租赁物业总面积23,366.79

平方米中存在权益瑕疵的物

业面积为9,883.02平方米，电器

总汇租赁物业总面积17,398.75

平方米中存在权益瑕疵的物

业面积为10,497.64平方米。海

印集团承诺：若权益瑕疵物业

在未到期前因被拆迁等原因

导致无法经营时，海印集团将

向海印股份所遭受的损失进

行弥补，补偿金额按房屋租赁

合同剩余年限在本次评估过

程中对应的未实现的净现金

流量及相应的贴现率确定（权

属瑕疵物业对应的净现金流

量按其面积占标的企业总面

积的比例估算）。当前述租赁

合同终止行为发生在2010年12

月31日之前时，如2010年12月

31日之前对应的各年度未实

现的净现金流与收益现值法

评估报告中对于的净利润有

差异，则按孰高原则采用相关

数据计算补偿金额。

2008年11

月12日

至2018年12

月31日

1、对电器总汇权益瑕疵的物业补偿承诺

已履行完毕。①资产重组前，电器总汇

（包括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分别与广

州二运集团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签订了

11份租赁合同，租赁期截止2013年3月31

日。②目前，上述11份合同均已到期，在

租赁期满日之前未发生权益瑕疵的物业

因拆迁等原因导致无法经营的情况。

2、对海印广场（租赁期截止2018年

12月31日）权益瑕疵的物业补偿承诺还

在继续履行中。

广州海印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承

诺

鉴于潮楼、流行前线、海印广

场、东川名店、布艺总汇、电器

总汇、少年坊等7家公司的物业

租赁来自与海印集团无关联

的第三方，其物业存在提前终

止《房屋租赁合同》的风险，海

印集团为此出具了《关于本次

出售标的企业的物业出租方

违约的承诺函》，承诺：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完成后，若出现标

的企业的物业业主提前收回

物业的情形，海印集团拟在

《房屋租赁合同》终止后三个

月内向海印股份补偿现金，补

偿金额按房屋租赁合同剩余

年限在本次评估过程中对应

的未实现的净现金流量及相

应的贴现率确定，当前述租赁

合同终止行为发生在2010年12

月31日之前时，如2010年12月

31日之前对应的各年度未实

现的净现金流与收益现值法

评估报告中对应的净利润有

差异，则按孰高原则采用相关

数据计算补偿金额。

2008年11

月12日

至2026年12

月31日

1、对流行前线的物业出租方违约补偿承

诺已经履行完毕。流行前线租赁期截止

2014年6月27日，在租赁期满日之前未发

生物业业主提前收回物业导致无法经营

的情况。

2、对电器总汇的物业出租方违约补

偿承诺已经履行完毕。电器总汇租赁期

截止2013年3月31日，在租赁期满日之前

未发生物业业主提前收回物业导致无法

经营的情况。

3、对布艺总汇的物业出租方违约补

偿承诺已经履行完毕。布艺总汇租赁期

截止2011年5月31日，在租赁期满日之前

未发生物业业主提前收回物业导致无法

经营的情况。

4、对东川名店的物业出租方违约补

偿承诺已经履行完毕。东川名店租赁期

截止2015年11月28日，在租赁期满日之

前未发生物业业主提前收回物业导致无

法经营的情况。

5、对潮楼（租赁期截止2020年05月

31日）、海印广场（租赁期截止2018年12

月31日）、少年坊（租赁期截止2026年12

月31日）的物业出租方违约补偿承诺还

在继续履行中。

广州海印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承

诺

2008年重大资产购买交易实施

后，布料总汇将继续向海印集

团租赁物业，由此产生新的经

常性关联交易问题。布料总汇

拟与海印集团签订长期租赁

协议，约定至2014年6月1日前

租金维持现有水平不变，即每

年约为313.8万元，相当于每平

米月租金约36元，远低于同等

市场水平。

2008年11

月12日

长期

1、2014年6月1日前租金维持现有水平的

承诺已经履行完毕。2、2014年6月1日后，

继续向布料总汇提供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的优惠租金的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无

股权激励承诺 无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广州海印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其他承

诺

海印集团承诺自首次登记日

起三年内，若海印集团出售湖

南红太阳公司的部分或全部

股权的，当出售价格高于本收

购价格（100%全部股权对应价

格46,703.61万元，部分股权价

格则按照相应股权比例*本次

收购总价进行计算）时，差额

部分扣除相关税费后由海印

集团以现金方式补偿给公司；

当出售价格低于或等于本次

收购价格时，海印集团无需向

公司支付任何补偿。

2017年12

月21日

2020年12月

21日

正在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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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000 30,000 0

合计 30,000 3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7月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集中竞价回购股份的预案情况

2018年07月0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2018年第二季度可转债转股情况

2018年07月1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回购股份情况

2018年08月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海印转债”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况

2018年08月1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海印转债”转股价格的情况

2018年08月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回购股份达1%暨回购进展的情况

2018年09月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实施回购的进展情况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建明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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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6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

式发出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周一）上午10时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名，实到董事七名，分别为邵建明、邵建佳、陈文胜、潘尉、李峻峰、朱为绎、慕

丽娜。

（四）会议由董事长邵建明先生主持。

（五）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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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议，全体董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拟增资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案》；

海印互联网小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2亿元，公司持有海印互联网小贷100%股权。

为促进公司在金融领域做大做强，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亿元向海印互联网小贷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海

印互联网小贷的注册资本将由 20,000�万元增加至 50,000�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属于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事项尚需获得广州市金融工作局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增资广州海印互联网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77号）。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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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对公司报告期资

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78号）。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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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及电话通知

方式发出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通知。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周一）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两名，分别为李少菊、李胜敏。宋葆琛监事因公出差，委托李少

菊监事长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由监事长李少菊女士主持。

（五）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全体监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

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78号）。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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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增资全资子公司广州海印

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1）广州海印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印互联网小贷”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注册

资本2亿元，公司持有海印互联网小贷100%股权。

（2）因海印互联网小贷业务及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3亿元向海印互联网小贷增资。本次

增资完成后海印互联网小贷的注册资本将由 20,000�万元增加至 50,000�万元。

2、审批程序

（1）本次对外投资的成交金额为3亿元，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注：公司2017年年

度经审计净资产为3,431,580,687.15元）。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2018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增资全资子公司广州

海印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3亿元向海印互联网小贷增资。

（3）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风险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增资事项尚需获得广州市金融工作局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海印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MB514P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248号3楼

法定代表人：邵建明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5月3日

营业期限：2017年5月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货币金融服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州海印互联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二）投资标的的财务情况

截止至2017年12月31日，海印互联网小贷总资产115,339,986.09元，总负债12,958,892.68元，净资产102,

381,093.41元，实现营业收入5,724,313.5元，净利润2,381,093.41元，数据已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2018年9月30日，海印互联网小贷总资产312,208,635.57元，总负债97,598,809.7元，净资产214,609,

825.87元，实现营业收入28,748,285.85元，净利润12,228,732.47元（未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公司本次拟增资海印互联网小贷，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互联网金融业务规模，依托已有商圈商户资

源与海量互联网用户规模的优势，利用互联网手段、云计算技术，充分发挥资本推动业务发展及资源整合的

作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增强公司持续发展力，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存在的风险

1、审批风险

本次拟增资海印互联网小贷事项尚需获得广州市金融工作局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存在审批无法获

得通过的风险。

2、政策风险

互联网小额贷款行业可能面临法律地位不明确、央行、银保监会等政府主管部门政策变化等问题，可能

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

3、市场风险

因经济形势变化、市场竞争加剧、央行利率水平变化等市场因素可能使得海印互联网小贷的盈利能力、

坏账率、利率水平受到一定影响。

4、信用风险

海印互联网小贷可能面临借款人偿还能力不足、恶意违约、信用欺诈等信用风险。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增资海印互联网小贷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将进一步协调和统一公司的金融业务，促进

公司在金融领域做大做强，不断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加速推进公司的战略转型，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实力，

未来将对公司盈利水平有积极促进作用。

四、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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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10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

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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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公司对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调整。该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范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2018年6月15日， 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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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上述财会【2018】15号文件的要求，对财务

报表格式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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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

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日期

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之日起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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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

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一）原“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二）原“应收利息”“应收股利” 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三）原“固定资产清理” 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四）原“工程物资” 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五）原“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六）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 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七）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八）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九）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

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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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对

公司报告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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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修订，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对

公司报告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及净利润不产生影响，属于合理变更。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要求，对公司主要会计政策进行相应修订，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修订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主要会计政策的修订已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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