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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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光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喆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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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7,446,229.07 404,287,609.24 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682,358.04 26,072,177.96 1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0,802,360.02 25,606,944.27 20.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0,848,494.63 -429,605,785.14 50.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8 0.0585 17.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8 0.0585 17.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1.3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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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44,415,142.48 5,931,615,986.83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34,459,299.42 2,104,027,959.35 1.45%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446,034,534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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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0,977.5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874.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434.63

合计 -120,00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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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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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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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9.22% 264,135,334 0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0% 12,505,731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2% 7,661,7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2,061,316 0

吴光美 境内自然人 0.44% 1,953,950 1,465,462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8% 1,712,335 0 质押 1,712,335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5% 1,577,001 0

袁经勇 境内自然人 0.31% 1,368,960 1,026,720

章敦辉 境内自然人 0.30% 1,359,360 1,359,360

李淑君 境内自然人 0.30% 1,353,6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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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 264,135,334 人民币普通股 264,135,334

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505,731 人民币普通股 12,505,73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6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7,661,7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61,316 人民币普通股 2,061,316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 1,712,335 人民币普通股 1,712,335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577,001 人民币普通股 1,577,001

李淑君 1,35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3,600

程大壮 1,220,035 人民币普通股 1,220,035

潘剑明 1,159,302 人民币普通股 1,159,302

丁叮 1,09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安徽达鑫科技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股东吴光美先生因担任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从而

与其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公司其他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其他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李淑君共持有公司股份1353600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119100股；通过国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34500股。公司股东潘剑明共持有公司

股份1159302股，其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数量为12195股；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147107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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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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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初至本报告期末，销售费用发生额为806.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9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计入

销售费用的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

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管理费用发生额为2,711.9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2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计

入管理费用的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

3、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财务费用发生额为65.6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72.3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汇兑

净损益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大。

4、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信用减值损失发生额为-504.60万元（因会计政策变更，本报告期将计提的坏账准

备计入信用减值损失，上年计提的坏账准备计入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49.41%。主要原因系报告

期内公司收回的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5、报告期末，应收票据余额为12,976.21万元，较年初下降31.57%。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部分应收票据背

书转让以及到期托收。

6、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84,698.08万元，较年初增长34.6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部分新开工项目

支付了较多的预付款。

7、报告期末，存货余额为176,082.40万元，较年初增长19.7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建造合同形成的已完

工未结算资产较年初有所增加。

8、报告期末，预收款项余额为93,629.73万元，较年初增长25.3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部分总承包项目

收到业主工程预付款。

9、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3,182.75万元，较年初下降62.41%。主要原因系上年年末计提的2018年

度绩效奖金在报告期内发放所致。

10、报告期末，应交税费余额为2,363.16万元，较年初下降31.7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缴纳了增值税及

企业所得税所致。

11、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084.8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0.92%。主要

原因：一是报告期内支付工程款和采购款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二是收到部分境外项目出口退税款；三是报

告期内公司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12、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815.6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1.54%。主要原

因：一是报告期支付的联营企业投资款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二是报告期东至污水PPP项目购建资产金额较

上年大幅减少。

13、年初至本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82.0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12.69%。主要原

因系上年同期东至污水PPP项目取得了相应的建设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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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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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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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165,700,000.00 0.00 -22,500,000.00 0.00 0.00 0.00 143,200,000.00 自有

合计 165,700,000.00 0.00 -22,500,000.00 0.00 0.00 0.00 143,200,000.00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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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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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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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

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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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六届十六次董事

会、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同意本公司

根据国家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23、24和37号等文件要求，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根据本公司《章程》和会计政策变更的有关规定，本次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2017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其他境内

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鉴此，本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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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一金融工具列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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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在财政部有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与列报调整

（一）具体内容变化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

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

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2、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

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

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针对应收款项、“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等减值损失从“资产减值损失”重分类至“信用减值损失” 。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6、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二）列报调整

1、资产负债表

新增与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项目。同时删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项目。

2、利润表

（1）新增与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的“信用减值损失” 、“净敞口套期收益”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额” 、“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以及“现金流量套期储备”项目。

（2）在其他综合收益部分删除与原金融工具准则有关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持

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以及“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新准则，2019年1月1日未分配利润增加1,912.50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

减少1,912.50万元。上述会计准则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系调整公司期初财务报表，对公司当期损益、财务状

况及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六届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

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系根据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22、23、24、37号文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公司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会议政策。

六、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鉴于国家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

列报》，并要求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公司对此应予以严格执行并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

变更。因此，本次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会计政策是以国家相关政策法规为依据，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同时，公司履行必要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

我们同意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法规对会计政策进行必要的变更。我们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监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

列报》等要求，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和披

露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的

会计政策变更。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2、本公司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3、本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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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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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实行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

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东华科技” ）2018年度股东大会于2019年3月30日发

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5日发布提示性公告。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26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25日至2019年4月2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下午15：00至2019年4月2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A楼302会议室

4、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吴光美董事长

6、合法性：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84009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6743%。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8376479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19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计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4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54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等出席会议。

四、会议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以下股份数均包括以现

场和网络方式的投票数。

（二）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会议通知所列的议案，无取消或否决议案的情况。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4003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6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独立董事张志宏、崔鹏、李朝东分别向本次大会作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84003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284003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84003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284003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177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与中化工程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吴光美回避表决。

同意179100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1737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4%，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化学工业第三设计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吴光美回避表决。

同意173204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553%；反对5993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4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55841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965%，反对5993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03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同意2840052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反对3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840030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9%；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1775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反对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28340972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0%；反对599364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发布于2019年3月30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材料。

四、见证律师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束晓俊、苏宇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承义证字

[2019]第72号），认为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承义证

字[2019]第72号）。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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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六次董事会（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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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华科技”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4月1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司A楼1906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由吴光美董事长主持，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以通讯方式表决3人，无委托出

席情况。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有效表决票8票，其中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发布于2019年4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 第一季度报告摘要详见发布于2019年4

月27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9-031号《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有效表决票8票，其中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发布于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9-032号《关于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全文发布于2019年4月27日的巨潮资

讯网。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六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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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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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华科技”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4月1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司A楼1906会议室现场召开，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袁经勇主持，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书面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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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表决票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发布于2019年4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 第一季度报告摘要详见发布于2019年4月27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9-031号《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

融工具列报》等要求，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

策和披露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的会计政策变更。

有效表决票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发布于2019年4月27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东华科技2019-032号《关于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六届十二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2019年 4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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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宁波港 证券代码：601018� � � � �编号：临2019－017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土地被政府征用和补偿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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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位于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路353号的港口码头用地（面积80287平方米）及地上建筑

物（建筑面积32902.29平方米）由宁波市江北区政府征用，并签订《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

补偿协议》，协议约定：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街道办事处以货币补偿方式，向公司合计支付搬迁

补偿资金 645,647,199元。

●本次交易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与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街

道办事处（以下简称“白沙街道办事处” ）签署了《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现

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述

文创港开发建设是宁波市委、市政府交给江北区的重要任务，也是江北区今年城市建设

的头号工程，根据《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政府关于要求协助支持做好港埠三区房地产征迁工作

的函》（北区政函〔2019〕6号）精神，宁波市将于今年二季度全面启动文创港的开发建设，明

确开发条件较为成熟的原火车北站一港埠三区等地块为文创港首期开发区块， 公司位于宁

波市江北区白沙路353号的地块已列入文创港项目4号区块项目范围。为此，白沙街道办事处

于2019年4月25日与公司签署《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双方就搬迁补偿同意参

照现行 《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

助、奖励规定》等房屋征收有关政策执行，白沙街道对公司所征土地及建筑物等补偿金额总

计645,647,199元。同时，双方约定，公司保证在2019年4月30日之前搬迁并腾空房屋移交，并经

白沙街道办事处验收确认后， 可按被搬迁房屋评估金额的5%计发签约搬迁奖励19,856,313

元。

二、征用土地和征收房屋情况

本次被征用和征收地块位于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路353号，建筑面积32902.39平方米，用途

为工交仓储用房；土地使用证号为甬国用（2008）第0100737号，使用权面积80287平方米，用

途为港口码头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协议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经委托相关评估机构（宁波中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本次公司被征用土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地上附属物等价值进行评估，被搬迁房地产评

估金额为397,126,250元；加上货币补偿补助、一次性搬迁和临时安置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费、重大设施搬迁损失补偿费、未经登记建筑补偿金额等其他款项，合计补偿资金645,647,199

元。

2、完成定期搬迁给予奖励。双方约定，公司保证在2019年4月30日之前搬迁并腾空房屋移

交白沙街道办事处，并经白沙街道办事处验收确认后，可按被搬迁房屋评估金额的5%计发签

约搬迁奖励19,856,313元。

3、支付补偿金的时间节点。本协议签订后，白沙街道办事处于2019年5月31日前向公司先

行支付补偿资金 30,000,000�元（大写叁仟万元）；于2019年9月30日前向公司支付补偿资金

300,000,000�元（大写叁亿元）；其余补偿资金 335,503,512�元（大写叁亿叁仟伍佰伍拾万叁

仟伍佰壹拾贰元）于2020年3月20日前支付。

4、其他事项约定。若在本次评估中存在重大遗漏事项，通过补充协议予以解决。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征用土地和房屋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不构成影响， 公司最终获得的拆迁补偿款将

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后续相关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非住宅房屋自愿搬迁货币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99� � � � �证券简称：中信海直 公告编号：2019-010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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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14:30起，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6日9:

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9年4月25

日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9年4月26日15:00)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533号深圳直升机场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鹏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7人，代表股份 235,113,51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93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

235,062,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784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1,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2.中小股东（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994,04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942,

7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51,3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具体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113,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113,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113,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113,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113,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根据国家有关的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负责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工作。

（六）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19年度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113,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的综合授信额度内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信额度使用的有关事宜，并可以根

据资金市场情况灵活选择贷款币种及进行相应的外汇汇率或利率锁定工作。

（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因中信财务有限公司与公司属于同一实际控制人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因

此本议案所述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中海直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持股数为234,

119,474股）。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0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113,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94,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麻云燕、石之恒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信海洋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31� � �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9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一一

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公布如下：

一、2019年第一季度（1-3月）订单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一季度新签合同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

单

一季度已中标尚未签约订单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工程（包含PPP项目） 51 43,663 771 1,811,936 - -

设计 92 8,154 1895 121,054 - -

合计 143 51,817 2,666 1,932,990 - -

注：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

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仅供参考。

二、重大项目履行情况（注：重大项目指项目金额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0%以上的项目）

1、2015年12月4日，公司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署了《畲江园区服务配套项目及梅

县区城市扩容提质工程PPP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项目合同》，项目总投资金

额约为人民币14.22亿元。业务模式为PPP模式，开工日期为2015年12月20日，建设期为2年，运

维期为8年，截止报告期末，该PPP项目累计投入53,769.99万元。

2、2016年10月，公司与海口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海口市主城区重要道路景观

提升工程PPP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为111,319.53万元。业务模式为PPP模式，开工日期为2016

年11月21日，建设期为1年，运维期为10年，截止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18,565.79万

元。

3、2017年1月，公司及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与漯河市沙澧

河建设管理委员会共同签署《漯河市沙澧河二期综合整治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项目总

投资额约20.60亿元。业务模式为PPP模式，建设期为5年，运维期为20年，截止报告期末，该项

目累计投入49,856.35万元。

4、2017年1月，公司与莱阳市住房和规划建设管理局签订《莱阳五龙河流域综合治理PPP

项目合同》，项目合同金额为20亿元，业务模式为PPP模式，开工日期为2017年2月28日，建设

期为3年，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33,502.65万元。

5、2017年5月，公司及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浙江西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广州旭城

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宁波市奉化区阳光海湾开发建设指挥部共同签署 《奉化滨海养生

小镇PPP项目协议》。项目投资金额为19.79亿元，业务模式为PPP模式，本项目合作期限为20

年，建设期不长于3年，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22,001.77万元。

6、2017�年9月，公司与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泛珠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浙江新中源建设有限公司、广东华银集团工程有限公司组成的

联合体与梅州市梅县区人民政府签署《关于梅县区雁洋镇特色小镇建设项目融资、勘察、设

计、施工一体化服务项目的政府采购协议》，项目总投资额约45.8989亿元。截止报告期末，该

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15,353.84万元。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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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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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2019年4月25日，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

2019年4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汉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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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9�年4月26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滨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人民币162,353万元竞

得杭政储出[2019]20号江干区彭埠单元B/R-37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该地块东至规划源

聚支路，南至规划同德路，西至明石路，北至规划天城路。土地出让面积33,385平方米；出让

地上建筑面积93,478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业商务用地兼容居住用地；土地出让年限为70、

40年。

杭州滨哲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获取《竞得入选人通知书》，将根据有关规定与杭州市

国土资源局签署《成交通知书》。

备查文件：竞得入选人通知书。

特此公告。

杭州滨江房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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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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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

案》，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相关情况，《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于2019年4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隆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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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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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已于2019年4月27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广州航新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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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