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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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文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德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莫秋实保证季度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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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57,202,018.48 67,820,831,128.47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519,272,887.16 4,376,957,690.71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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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242,574.14 351,846,980.49 1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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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6,848,958.67 10,145,388,900.38 3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2,421,426.91 51,321,111.94 11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4,453,562.02 30,011,602.56 14.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3 1.40 增加1.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7 0.0388 102.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7 0.0388 10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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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436,7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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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32,571.8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2,577,6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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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97,25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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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7,539.9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842,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390.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7,444.19

所得税影响额 -1,610,910.59

合计 77,967,86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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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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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7,022,121 43.22 0 质押 230,000,000 国有法人

以化（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199,249,088 13.9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155,046 2.88 0 无 0 国有法人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5,500,000 1.0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10,387,060 0.73 0 未知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8,000,000 0.56 0 未知 0 未知

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39,404 0.55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7,066,895 0.49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6,956,974 0.49 0 未知 0 未知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和聚平台证券投资基金

5,548,968 0.3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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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17,022,121 人民币普通股 617,022,121

以化（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199,249,088 人民币普通股 199,249,088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155,046 人民币普通股 41,155,046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0,387,060 人民币普通股 10,387,06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39,404 人民币普通股 7,839,40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66,895 人民币普通股 7,066,895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6,956,974 人民币普通股 6,956,974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聚平台证券投资基金 5,548,968 人民币普通股 5,548,9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与第2至第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非一致行

动人，第2名至第10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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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增减比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11,233,160.54 26,264,514.68 -57.23

应收票据 1,356,147,720.18 2,261,952,153.35 -40.05

其他应收款 172,536,945.66 929,383,832.71 -81.4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73,219,125.63 275,901,053.11 -37.22

应付职工薪酬 160,992,810.20 254,211,532.65 -36.67

应交税费 177,669,191.22 282,388,812.33 -37.08

长期应付款 1,699,510,267.20 2,454,461,427.44 -30.76

说明：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期末数为11,233,160.54元，比年初数减少57.23%，主要原因

是本期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浮盈减少。

2.�应收票据期末数为1,356,147,720.18元，比年初数减少40.05%，主要原因是公司因增加票据贴现和使用票据采购

进行了背书转让。

3.�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172,536,945.66元，比年初数减少81.44%，主要原因是公司以子公司联合商务对深圳中滇远

致贸易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本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8亿元债权抵偿公司对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8亿元债务。

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期末数为173,219,125.63元，较年初数减少37.22%，主要原因是对部分联营企业转贷、

委贷到期收回。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为160,992,810.20元，较年初数减少36.67%，主要原因是兑现了去年年终考核奖励。

6.�应交税费期末数为177,669,191.22元，较年初数减少37.08%，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子公司完成所得税汇算清缴。

7.�长期应付款期末数为1,699,510,267.20元，较年初数减少30.76%，主要原因是公司以子公司联合商务对深圳中滇

远致贸易有限公司、云南省国有资本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8亿元债权抵偿公司对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8亿元债

务。

主要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3,786,848,958.67 10,145,388,900.38 35.89

营业成本 11,957,966,180.48 8,404,035,266.21 42.29

研发费用 14,505,865.94 8,274,260.42 75.31

其他收益 24,706,477.97 18,825,557.81 31.24

投资收益 25,295,172.53 1,326,826.02 1,806.44

资产处置收益 23,379,138.92 0.00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32,474,452.56 15,596,707.25 108.21

所得税费用 45,514,308.74 66,814,345.86 -3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1,242,574.14 351,846,980.49 178.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216,711.57 76,095,627.07 -267.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517,581.54 17,496,865.09 -1,160.29

1.�营业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13,786,848,958.6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5.89%，主要原因是根据宏观政策及

环境变化，公司拓展了部分商贸业务。

2.�营业成本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11,957,966,180.4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2.29%，主要原因是商贸业务量增加，

营业成本随之增加。

3.�研发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14,505,865.9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5.31%，本期增加了部分研发投入。

4.�其他收益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24,706,477.9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1.24%，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部分政府补

贴。

5.�投资收益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25,295,172.5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06.44%，主要原因是联营企业业绩转好，

以及本期取得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40%股权，权益法确认收益增加。

6.�资产处置收益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23,379,138.92元，比上期增加23,379,138.92元，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了部

分闲置房产。

7.�营业外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32,474,452.5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8.21%，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内蒙古大

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得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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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所得税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45,514,308.7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1.88%，主要原因是因聚甲醛销售价格

同比下降，子公司重庆天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盈利降低所致。

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981,242,574.1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78.88%，主要原因

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127,216,711.5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67.18%，主要原

因是上年同期收到土地收储款项。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发生额为-185,517,581.54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60.29%，主要

原因是本期融资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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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日期: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19-040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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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全体董事参与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9日分别

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当参与表

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转贷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申请转贷资金1.2亿元，期限3年，综合

成本预计7.38%（以云天化集团实际发行成本为准）。 该笔转贷资金云天化集团除实际发行资金成本外不另外收取任

何费用，用于公司置换到期银行贷款。

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临2019-042号公告。

（二）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合资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照所持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口磷业” ）股权比例向海口磷业提供委托贷款

3,000万元，期限为12个月，根据资金情况，可以提前归还贷款。利率预计为5.23%，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不低于海

口磷业另一股东Ashli� Chemicals(Holland)� B.V.（以下简称“Ashli” ）向海口磷业提供的贷款利率水平。

海口磷业另一股东Ashli按照股权比例向海口磷业提供借款3,000万元，与公司向海口磷业提供贷款的期限一致。

关联董事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临2019-043号公告。

（三）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申请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其融资业务提供1.9亿元担保，公司未提

供反担保，云天化集团按实际提供担保金额的1%收取担保费。

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临2019-044号公告。

（四）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向平安银行昆明分行申请3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全额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1年，公司按实际提供担保金额的0.5%（年利率）收取担保费。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临2019-045号公告。

（五）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章程第五条第二款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27,674,938.00元，第十八条修改为：公司的股份

总数为1,427,674,938.00股，全部为普通股。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司临2019-046号公告。

（六）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云天化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19-041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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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9日分别以送达、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会议于2019年4月2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监事6人，实际参与表

决监事6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转贷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向合资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四）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五）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六）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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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转贷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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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申请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发行中期票据所筹资金中的1.2亿元

向公司提供转贷，用于置换到期银行贷款。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含本次）， 过去12个月云天化集团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同类转贷资金合计5.2亿

元。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融资结构，缓解资金压力，提高融资效率，公司申请云天化集团以发行中期票据所筹资金中的1.2亿元

向公司提供转贷，用于置换到期银行贷款。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云天化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

指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关联方为云天化集团。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

生、俞春明先生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本次），过去12个月云天化集团通过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同类转贷资金合计5.2亿

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43.22%股权的控股股东。

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49,706.387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主要业务：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

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品，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等。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云天化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10,138,158.72万元、净资产2,031,805.80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

入6,339,143.33万元、净利润10,593.45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为接受关联人财务资助。

（二）转贷资金情况

1.�借款主体：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转贷金额：1.2亿元。

3.�期限：预计3年。

4.�资金成本：预计综合资金成本为每年7.38%（以云天化集团发行中期票据实际发行综合资金成本为准）。

5.�用途：用于置换到期银行贷款。

6.�其他费用：云天化集团不另外收取任何费用。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司融资结构，保证正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该转贷资金将用于置换到期银行贷款，不

会增加上市公司整体贷款规模。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张文学 先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该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转贷资金的关联交易有利于优化公

司融资结构，提高融资效率，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控股股东不另外收取任何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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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合资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

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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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易内容：公司拟向合资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口磷业” ）提供3,000万元委托贷

款。

2.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为10次 ,累计

金额为3.72亿元（含本次）。

一、关联交易概述

海口磷业成立于2015年1月，公司和Cleveland� Potash� Limited（以下简称“CPL” ）各持有50%股权，由CPL对海口磷

业实施控制。2019年3月，CPL将持有的海口磷业股权转让给Ashli� Chemicals(Holland)� B.V.（以下简称“Ashli” ），已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目前，公司和Ashli各持有海口磷业50%股权，由Ashli对海口磷业实施控制。

2017年5月，海口磷业因生产经营周转资金需求，经协商，公司和海口磷业另一股东CPL向海口磷业按股权比例分

别提供了3,000万元委托贷款，该贷款期限为2017年5月9日至2019年5月9日。

该贷款即将到期，为保障海口磷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展，有关项目建设正常推进，经双方股东协商，在海口磷

业上述贷款到期还款后，按照股权比例由公司及Ashli分别向海口磷业提供股东方借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一致，均为

12个月，到期还本付息，海口磷业根据资金情况可以提前归还双方股东借款；利率预计为5.23%，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

为准，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利率不低于Ashli向海口磷业提供的贷款利率水平。

海口磷业控制方股东Ashli和以化投资有限公司同为以色列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 以化投资公司持有公

司13.96%股权；公司董事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同时为海口磷业董事长，公司董事Yaacov� Altman（雅科夫?

阿特曼）先生为公司股东以化投资有限公司委派董事。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万元以上，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

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先生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

注册资本：人民币23亿元

经营范围：磷矿石或浮选矿的采购、开采、加工、选矿和销售；磷酸、化肥、工业和食品级磷酸、食品添加剂、磷酸盐、

磷酸盐复配产品等。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海口磷业资产总额427,904.56万元，净资产238,323.89万元，2018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261,

888.77万元，净利润-1,595.27万元。

海口磷业股权结构如下：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海口磷业控制方股东Ashli和以化投资有限公司同为以色列化工有限公司实际控制的企业，以

化投资公司持有公司13.96%股权；公司董事Ofer� Lifshitz(奥夫?里弗谢茨)先生同时为海口磷业董事长，公司董事Yaacov�

Altman（雅科夫?阿特曼）先生为公司股东以化投资有限公司委派董事。

三、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委托贷款用于满足海口磷业资金缺口，以确保正常经营。海口磷业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资金支持，不会

影响公司权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四、独立董事的意见

本次交易中，海口磷业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资金支持，不会影响公司权益；交易定价参照当期市场资金成

本，关联方不会对本次交易价格的公允性造成影响。各方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和诚信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

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截至本公告日，含本次委托贷款，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4.77亿元，无逾期金额。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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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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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提示：

● 公司子公司云南天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化工” ）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云天化集团” ）申请1.9亿元的融资业务担保。

● 云天化集团就该担保收取1%的担保费。

● 过去12个月，公司与云天化集团进行的关联交易累计9次，金额为25.37亿元（含本次）。过去12个月公司与云

天化集团进行的关联交易（除日常关联交易外）为：公司向云天化集团申请转贷资金1亿元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

2018-056号）；公司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以1.15亿元的价格向云天化集团转让其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

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8-082）；公司向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申请转贷资金3亿元的关联交易

（公司公告：临2018-090）；公司向参股公司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8-118）；

公司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8-124）；公司收购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40%股权的关联

交易（公司公告：临2019-005）；控股股东为公司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9-028）；公司以债权抵

销债务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9-029）；向控股股东申请转贷资金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9-042）。公司未

发生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公司子公司缓解融资压力，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和期限，拟申请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子公司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化工” ）的融资业务提供1.9亿元担保，公司未提供反担保，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融资主体 金额（单位：亿元） 期限

中国农业银行安宁支行 天安化工 1.9 ≤1年

根据《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本次申请担保，预计担保费1%。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43.22%股权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云天化集团为持有公司43.22%股权的控股股东。

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49,706.3878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主要业务：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经营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体，易燃固体、自燃

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品，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等。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云天化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10,138,158.72万元，净资产2,031,805.80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

入6,339,143.33万元、净利润10,593.45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名称和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为其他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

（二）提供担保情况

1.�融资主体：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2.�融资金额：1.9亿元。

3.�期限：1年。

4.�担保费：融资总额的1%。

5.反担保情况：公司不提供反担保。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天安化工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企业名称：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办事处

注册资本：人民币203,204.54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郭成岗

主要业务：化学肥料,磷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机械产品,矿产品,磷矿副产品,矿物饲料;生产经营黄磷、磷酸、磷

酸盐、硫酸、氟硅酸钠等化工系列产品、磷肥及复合肥系列产品、磷矿产品、精细化工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生

产、经营、管道输送液氨及其附产品、其他化工产品;研究、生产、经营液氨下游产品;生产、经营压缩、液化气体产品;经

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化工类设备及钢铁制品,建筑

材料,仓储物流业,机械及电器仪表安装施工、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化工工程设计及其他服务业务。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天安化工经审计的总资产706,032.99�万元，净资产182,154.28万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90,

507.07万元、净利润26,612.52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为公司子公司天安化工提供1.9亿元的融资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

云天化集团收取融资总额1%的担保费，公司不提供反担保。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笔融资能有效缓解天安化工资金短缺，增加流动性，提高融资效率，保证天安化工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云天化集

团收取担保费，不高于市场同期担保费率水平，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

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意见

该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子公司融资效率，优化融资结构，降低公司综合融资成本。控股股东收取1%担保费，不高于市

场同期担保费率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19-045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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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3亿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0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缓解公司融资压力，优化负债结构和期限，公司子公司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际通商” ）

2019年向平安银行昆明分行申请3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拟由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3亿元人民

币，担保期限1年。公司按担保金额的0.5%（年利率）收取担保费。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事

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

注册日期：2009年1月21日

注册地点：新加坡珊顿道6号华联企业中心区大厦#41-01

注册资本：500万新加坡元。

法定代表人：刘伟

经营范围：开展作为进口商、出口商、一般的商人、贸易商、佣金代理、制造商的代理或代表，以及公司能够以其他

方式在新加坡共和国或其他地方进行的商务活动，进行进口，出口，购买，出售，以货易货，交换，质押，预付款或以其他

方式经营的各类商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天际通商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4.22亿元，负债总额32.60亿元，其中的银行负债总额32.60亿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32.60亿元、资产净额1.62亿元；2018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91.16亿元，利润总额3,222万元。

天际通商是公司持股96.6%的控股子公司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 方（担保人）：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乙 方（被担保人）：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

2.甲方为乙方与贷款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3亿元，担保期限为1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

保证。

3.甲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范围是：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等。

4.甲方按担保金额的0.5%（年利率）收取担保费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能够缓解天际通商的资金压力，提高融资效率，支撑融资能力，有利于天际通商持续稳定的

经营发展。天际通商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上述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担保事项有利于子公司天际通商持续稳定的经营发展。天际通商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

状况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1,452,210.26万元， 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总额1,321,492.27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31.79%和301.92%，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19-046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

《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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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已完成106,295,800股股票的激励授予， 激励对象实际缴纳认购款人民币278,494,

996.00元。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1,321,379,138.00元调整为1,427,674,938.00元；公司的股份

总数由1,321,379,138股增加到1,427,674,938.00股。 本次授予的106,295,800股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注册资本变更后，需要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2019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第五条、第十八条进行修改，本次修改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五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321,379,138�元。

第五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27,674,938.00元。

2

第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321,379,138股， 全部为普通

股。

第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1,427,674,938股，全部为普通

股。

除上述修改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19-047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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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工》有关规定，将公司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

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单位：万吨 万元

主要产品 产量 销量 营业收入

磷酸二铵 90.87 87.56 223,116

磷酸一铵 34.06 27.39 59,667

复合（混）肥 38.84 26.98 59,627

尿素 36.54 34.80 66,126

磷矿石 283.19 46.61 11,843

聚甲醛 2.61 2.47 27,441

备注：以上主要产品数据为公司自产产品数据，未包含本期商贸收入及其他业务收入和其他零星产品收入。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不含税销售均价）

单位：元/吨

主要产品 本期价格 上年同期价格 同比增减（%）

磷酸二铵 2,548 2,533 0.59

磷酸一铵 2,178 2,314 -5.88

复合（混）肥 2,210 2,114 4.54

尿素 1,900 1,848 2.81

磷矿石 254 219 15.98

聚甲醛 11,128 12,219 -8.93

（二）主要原材料波动情况（不含税采购均价）

单位：元/吨 元/立方米

主要原材料 本期价格 上年同期价格 同比增减（%）

硫磺 1,165 1,288 -9.55

原料煤 841 842 -0.12

燃料煤 565 592 -4.56

天然气 1.88 1.54 22.08

合成氨 3,142 3,227 -2.63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季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作

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3611� � � �股票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7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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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力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4月17日召开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诺力股份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公

布的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3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9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19年4月24日）登记在册的前10大股东和前10大无限售条件

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丁毅 72,492,743 27.08

2 丁韫潞 21,963,200 8.21

3 张科 16,440,715 6.14

4 王宝桐 10,408,444 3.89

5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盘古2号证

券投资基金

7,734,513 2.89

6 王新华 6,620,000 2.47

7 毛英 5,985,000 2.24

8 周学军 5,797,120 2.17

9 郭晓萍 5,600,000 2.09

10 谭火林 5,055,880 1.89

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丁毅 67,545,520 25.23

2 丁韫潞 21,963,200 8.21

3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盘古2号证

券投资基金

7,734,513 2.89

4 王新华 6,620,000 2.47

5 毛英 5,985,000 2.24

6 周学军 5,797,120 2.17

7 郭晓萍 5,600,000 2.09

8 谭火林 5,055,880 1.89

9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盘古3号证

券投资基金

4,949,980 1.85

1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22L-CT001沪

4,017,492 1.50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3611� � � �证券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6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

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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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诺力股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丁毅先生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2个月内， 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公司股份的数量

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拟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超过30元/股。

●1、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增

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

达到预期的风险。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毅先生的通知，丁毅先生基于对

公司价值的认可和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结合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坚定投资

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拟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一）本次增持主体：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毅先生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72,492,7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27.08%。

二、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

结合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 坚定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拟对公司股票进行增

持。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及数量：本次增持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拟增持

公司股份的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1%，且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拟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超过30元/股。丁毅先生将根

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二级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四） 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资金安排及实施期限：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的12个月内，即

2019年4月26日至2020年4月25日期间，丁毅先生拟使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择机增持公司股份，同时增持不会在敏

感期、窗口期等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不能增持的期间进行。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增持

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2、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承诺：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并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

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

息事项的，增持主体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通知本公司及时披露。

（四）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所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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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度及2019年第一季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补充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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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9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23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

登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6,936,308股，现就上述两项利润分配预案相关内容做补充说明，具体内

容如下：

一、公司股份回购情况及用途

公司于2018年9月4日至2019年1月25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在二级市场回购股份，

累计56,936,30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0%， 最高成交价为13.86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12.2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750,108,799.73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

月29日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回购股份

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本次回购的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该回购股份用途的确定已经公司2019年4月8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9日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0）。

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并提交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4月23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龙蟒佰利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

二、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补充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以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2,032,020,889.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额203,202,088.9元（含税）。

1.若未来实施该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仍持有公司股票，

则以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数为基数， 按派发现金红利总

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10股派发的人民币现金股利金额。

2.若未来实施该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已获2018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且已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向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股票非

交易过户，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做调整。

三、2019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补充说明

2019年一季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371,153,810.73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254,102,280.45

元后，一季度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625,256,091.18元，扣除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派

发现金红利额203,202,088.90元，预扣除10%法定盈余公积137,115,381.07元后，一季度末可供

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284,938,621.21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以2019年3月31日总股本2,032,020,889.00股为基数， 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人民币现金股利6.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额1,219,212,533.4元（含税）。

1.若未来实施该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仍持有公司股票，

则以该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股数为基数， 按派发现金红利总

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每10股派发的人民币现金股利金额。

2.若未来实施该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已获2018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且已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向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股票非

交易过户，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不做调整。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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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4月24日，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 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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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4月24日，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8年年度

报告全文》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于2019年4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金利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