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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360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上市交易所

A股

股票简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百傲化学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变更前股票简称

603360

无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喆

电话

0411-82285231

证券事务代表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6号大连富力中
心10楼

电子信箱

zqb@biofc.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上年度末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082,963,900.06

897,381,513.43

20.68

911,900,163.38

799,343,117.50

1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
产

本报告期
（1-6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
额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2,995,832.05

73,447,130.06

13.00

营业收入

349,889,008.03

252,056,841.71

3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
润

112,557,286.63

63,086,840.98

7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578,55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207,392.73

77.39

13.16

8.79

增加4.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34

7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34

76.47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22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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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

55,995,034

54,133,334 质押

48,606,000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

55,995,034

54,133,334 质押

34,258,000

章志坚

境内自然人

2.42

4,508,519

0 无

0

天津洁世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2

4,340,000

0 无

0

TRICELL（H.K.）LIMITED

境外法人

2.05

3,820,000

0 无

0

芮一云

境内自然人

1.47

2,747,456

0 无

0

宁波百化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6

2,534,372

0 无

0

王韬

境内自然人

0.98

1,821,500

0 无

0

丁丽军

境内自然人

0.75

1,403,176

0 无

0

戴文芳

境内自然人

0.75

1,4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宪武、王文锋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因此其分别
控制的通运投资、三鑫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988.9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55.73万
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38.81%和78.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10,857.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39%，公司利润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2019年半年度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
1、工业杀菌剂扩产的募投项目二季度投产，母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
募投项目投产大幅提高了CIT/MIT系列产品的产能，并新增BIT系列产品产能，由于市
场需求稳定增长， 新增产能均被市场消化， 母公司工业杀菌剂业务实现大幅增长。 母公司
2019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34,496.57万元， 净利润为11,039.09万元， 分别同比增长50.52%和
57.46%。
2、重要子公司沈阳百傲实现扭亏为盈。
因二季度F腈价格出现大幅波动，沈阳百傲化工中间体业务盈利情况改善。报告期内，沈
阳百傲实现营业收入2,864.28万元，同比增长25.39%；实现净利润193.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加866.12万元。
（二）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分析
1、工业杀菌剂业务
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产品由母公司大连百傲生产。报告期内，工业杀菌剂产品市场
需求保持稳定增长， 经营环境和行业格局未发生重大变化。 工业杀菌剂扩产的募投项目于
2019年二季度正式投产，新增CIT\MIT原药剂产能12000吨/年，BIT原药剂产能2500吨/年。随
着新增产能逐渐释放，公司2019年半年度工业杀菌剂产品的销量、产量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了53.87%和53.09%，长期困扰公司的产能不足问题得到缓解。2019年半年度，母公司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50.52%，募投项目投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初步体现。
2、化工中间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化工中间体全部为F腈中间体，由子公司沈阳百傲生产。受“
3.21”
响水事故影响，2019年二季度F腈中间体价格出现较大波动， 公司二季度平均售价较上年同
期上涨206.48%。 但受化工行业整体监管政策收紧、 扩产项目试生产时间延长等原因影响，
2019年半年度沈阳百傲F腈中间体产量、 销量同比下降49.59%和46.04%。2019年三季度F腈中
间体扩产项目投后，预计产销量下滑的局面将得到改善。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1、 年产12000吨CIT/MIT或2000吨MIT、400吨OIT、2500吨BIT系列产品项目于2019年4
月正式投产。项目投产后，有效缓解了公司目前工业杀菌剂产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升规
模效应，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公司也首次具备量产BIT系列产品的能力，补齐了公司在异噻唑
啉酮类工业杀菌剂产品系列上的短板，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成为2019年半年度乃至全年
公司经营业绩提升的重要驱动。
2、年产10000吨F腈中间体项目，一期项目于2017年9月投产，二期扩产项目于2019年7月
投产。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F腈中间体产能不足、单位成本高的问题得到解决，也为公司F腈
中间体产业链上的其他项目提供充足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四）重要子公司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子公司沈阳百傲首度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193.64万元。2019年半年度，
沈阳百傲生产的F腈中间体大部分供应大连百傲生产BIT系列产品使用，随着F腈中间体扩产
项目在2019年7月投产，F腈中间体产量逐渐提高，除满足公司自用外可实现对外销售，将成
为公司整体业绩提升的又一驱动因素。
（五）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受响水“
3.21” 事故影响，公司F腈中间体产品及以F腈中间体为原材料的BIT系列产品价
格出现大幅波动。第二季度，公司F腈中间体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06.48%，BIT系列产品销售价
格同比上涨233.09%。本轮产品价格上涨由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引起，未来随着事件影响逐渐消
除，供给端情况将得到改善，价格有回归正常区间的趋势。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
响
□适用 √不适用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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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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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通知于2019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刘宪武先生主持，会议召开
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摘要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暨日常交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销售协议暨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3）。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关联董事刘宪武、王文锋、袁义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报备文件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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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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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现场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黄越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
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的
相关规定和要求，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后，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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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状况和
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发
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暨日常交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借助关联方在北美水处理行业的销售网络， 帮助公司产品开拓北美
市场，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报备文件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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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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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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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化工》、《关于做好上
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规范的要求，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
公司” ）将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下简称“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第二季度
产量（吨）

工业杀菌剂
F腈中间体

2019年第二季度
销量（吨）

2019年第二季度
收入（万元）

8,262.20

8,050.64

20,906.93

200.25

242.75

1962.70

注：以上产量、销量数据为原药剂和复配产品的合并数。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名称

2019年第二季度
平均售价
（元/千克）

2018年第二季度
平均售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CIT/MIT系列产品

12.31

12.02

2.41

MIT系列产品

60.38

53.68

12.48

工业 杀菌
OIT系列产品
剂
DCOIT系列产品
BIT系列产品
F腈中间体

114.59

110.09

145.99

147.89

-1.28

140.03

42.04

233.09

4.09

80.85

26.38

206.48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名称
正辛胺
丙烯酸甲酯

2019年第二季度
平均采购价
（元/千克）

2018年第二季度
平均采购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29.091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95%。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9人。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9月2日。

意为其中1015名激励对象办理2317.0615万股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上述限制性
股票已于2018年11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的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因离职、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或考核不合格导致职务变

4、 本次办理解锁前， 公司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共计
7652.1363万股（首次授予部分7523.9570万股，预留部分为128.1793万股），本次解锁后，公

更、2017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或未完全达标等情形， 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司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623.0450万股 （首次授予

首次授予部分进行回购注销；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董事会依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

部分7523.9570股，预留部分为99.0880万股）。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2019年8月22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
下简称“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认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进行回购注销。共有705.0437万股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12月17日完成回购注销，其中，涉
及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688.0438万股， 涉及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为16.9999万
股。综上，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674.2415万股
调整为7652.1363万股，其中首次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0529.0623万股调整

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公司共19名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解锁期实际可解
锁29.0913万股限制性股票。 根据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董事会将按照

为7523.9570万股， 预留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5.1792万股调整为
128.1793万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
个解锁期的解锁手续。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及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公司于2016年6月3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该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6504.40万股东方雨虹股票，占该激励计划

10、2019年8月22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
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意为其中19名激励对象办理29.0913
万股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解锁。
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满足的说

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83%。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5854万股，占该计划
授予总量的90.00%， 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05%； 预留

明

650.40万股，占授予数量的10.00%，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
0.78%。该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共计1112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授予价格为8.24元/股。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自2017年7月17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之日起12个月为第一次解锁部分的锁定期，截止2018年7月17日，公司授予
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次解锁部分的锁定期已届满。

2、公司于2016年7月27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修订后的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为6500万股东方雨虹股票，占
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7.82%。其中，首次授予数量为6414.1
万股，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98.68%，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83069.34万股的
7.72%；预留85.9万股，占该计划授予总量的1.32%，占该激励计划签署时东方雨虹股本总额
83069.34万股的0.10%。 修订后的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涉及的激励对象由1112人调整为
1263人，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8.24元/股。
3、2016年8月12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及其摘要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
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4、公司于2016年8月25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鉴于激励对象中部分人员离职或个人原因合计
33人放弃此次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64.5万股，公司董事会对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
有总股本882,686,84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权益
分派方案已于2017年6月1日实施完毕。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应取得
的2016年度现金分红于2017年6月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
其资金账户，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
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对尚未解锁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因此，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24元/股调整为
8.09元/股。
6、2017年6月13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2016年
因，公司董事会决定对其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或部分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
注销，共有21名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19万股已于2017年7月12日
完成回购注销，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调减为6193.6万股。
7、2017年7月17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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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为不含税价格。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季度内公司未发生对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由公司统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2019年第
二季度生产经营情况使用，不构成公司的实质承诺和预测，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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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签订销售协议
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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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CLEARON Corp.（以下简称
“
CLEARON” ）签订销售协议，根据销售协议公司向CLEARON销售CIT/MIT系列异噻唑
啉酮类工业杀菌剂产品。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旨在利用CLEARON在北美地区水处理行业的知名度和销售网络
帮助公司开拓北美市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8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暨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宪武、王文锋、袁义祥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6票同意、0反
对、0弃权表决通过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和类别
根据双方签署的销售协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预计交易金
额为274.80万美元。
（三）公司与CLEARON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公司与CLEARON签订销售协议为双方首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CLEARON Corp.
法定代表人：Bryan Kitchen
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主要股东：HUI YU XIN AMERICAN CORPORATION
主营业务：制造、包装并销售二氯及三氯水处理制品以及系列溴化产品。
住所：95 MacCorkle，South Charleston，WV 2530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7469万美元，净资产3765万美
元，主营业务收入9196万美元，净利润-989万美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CLEARON是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之母公司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控制的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年8月28日双方签订销售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期限：2019年9月1日起执行，2020年8月31日终止。
2、销售商品种类：CIT/MIT系列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
3、销售价格：2,290美元/吨
4、销售数量：1,200吨
4、销售合同金额：2,748,000美元
5、结算方式和支付安排：自海运提单日起60日内以电汇方式结算
（二）定价政策
按照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市场价格波动及时调整。
（三）其他
1、销售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销售协议中约定的销售数量和金额为双方的合作意向，实际成交金额和数量以订单
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借助CLEARON在北美水处理行业的销售网络开拓北美市场，为公司
产品进入北美市场打开突破口， 符合公司提高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产品国际市场份额
的经营策略。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结算方式和支付安排
与其他非关联交易没有差别，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主
要业务依赖关联交易、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的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情形。
3、公司层面考核
（1） 以2015年净利润的1.25倍为固定基数，2018年公司净利润
增长率不低于56%；
（2）2018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3.5%；
注：以上净利润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均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作为计算依据，各年度净利润与净资产均指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1） 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627,153,462.21元，以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1.25倍即783,941,827.76元为基数，2018年
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23,057,
092.18元，增长率为68.77%，满足解锁条件；
（2）2018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17.86%，满足解锁条件。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已经成就，且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无差异。根据公司201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同意办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次
解锁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由于部分激励对象离职、因不能胜任岗位工作职务变更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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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达到解锁条件的说明

1、东方雨虹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
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条件。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制性股票资金缴纳过程中，有33名激励对象因离职、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共放弃37万股的
限制性股票， 公司已完成了对1197名激励对象共计6312.6万股的授予， 占公司当时总股本
830,693,439股的7.6%，首次授予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已于2016年9月30日上市。
5、2017年6月13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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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足解锁条件情况的说明
公司激励计划设定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
件

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其授予数量进行了相应调整，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人数由1263人调整为1230人，授予数量由65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6414.1万股，预留85.9
万股）调整为6435.5万股（其中首次授予6349.6万股，预留85.9万股）。公司董事会认为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2016年8月25日为首次授予日。在确定授予日后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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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锁定期已届满

（1）2018年度，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激励对象中共
计16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合格，满足解锁条件，合计解锁27.8375万
股；
（2）激励对象中有1人因2018年度离职，其所获授的尚未解锁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的全部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3.4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其中对应
在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的情况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可解锁
第一次计划解锁部分为0.85万股，全部不得解锁；
限制性股票额度与其上年度绩效考核结果相关，具体参照公司现行
(3)3人因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 其第一次计划解
绩效考核相关管理办法。
锁部分中的对应部分1.5087万股不得解锁，由公司回购注销，除此之
外， 其对应第一次计划解锁的剩余部分共计1.2538万股可解锁；1人
因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 当年计划解锁部分全部不得解
锁，对应需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为0.595万股。

9.82

1.67

证券代码：603360

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和《关于回
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根据《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 认为激励对象所持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已经满足，同

49.86

10.99

邻氯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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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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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百傲化学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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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
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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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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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股票种类

证券代码：002271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确定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7
年7月17日，向30名激励对象授予85.9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18.31元/股。在确定授予
日后的限制性股票资金缴纳期间， 有6名激励对象因行权资金筹集不足的原因自愿放弃认
购公司拟向其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共计0.5万股， 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24人，授予数量调整为85.4万股，授予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7年
8月31日。
8、2018年9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
格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81,863,218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49998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6.999907股,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已于2018年6月20日实施完毕，第二期股权激励计
划所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279万股调整为10674.2415万股， 其中首次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6193.6万股调整为10529.0623万股， 预留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85.4万股调整为145.1792万股。
由于激励对象因已获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应取得的2017年度现金分红于2018年6月
2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根据公司《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派息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应
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同时，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规定，在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对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权处理后，公司
也应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因此，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8.09元/股调整为4.6706元/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18.31元/股调整为10.6824元/股。
9、2018年9月21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
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已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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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2019年9月2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9.091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195%。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9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雷莉

原副总裁

实际解锁股份占第二
激励对象目 前持有未 预 留 部 分 第 一 次 预 留 部 分 第 一 次 剩余预留部分限
期限制性股票股权激
解除限售的 预留部分 计 划 可 解 锁 限 制 实 际 解 锁 的 限 制 制 性 股 票 数 量
励计划授予总量的比
限制性股票数量(万股) 性股票数量(万股) 性股票数量(万股) （万股）
例
25.4998

6.3750

6.3750

19.1248

0.0586%

中层管理人员、
核心业务 （技术） 人员
（共计18人）

96.8995

24.2250

22.7163

74.1832

0.2089%

合计

122.3993

30.6000

29.0913

93.3080

0.2675%

注1： 上表中相关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已包括因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
本公积每10股转增6.999907股后由对应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转增后增加的股份。
注2：截至目前，公司共有21名激励对象持有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共计128.1793万股，对应第一次计划解锁部分为32.045万股。上表中未包括1名2018年度已
离职的激励对象， 其所获授的尚未解锁的全部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3.4万股公司将按
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予以回购注销，其中对应第一次计划解锁部分为
0.85万股全部不得解锁；上表中未包括1名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的激励对象，其所
持考核当年计划解锁的0.595万股限制性股票全部不予解锁。 除去前述2名因2018年度已离
职及2018年度个人绩效考核未达标的激励对象外，其余19名激励对象如上表所示持有尚未
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122.3993万股，对应第一次计划解锁部分共计30.6万股。同
时，上表中有3名激励对象因2018年度绩效考核未完全达标，其第一次计划解锁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中共计1.5087万股将由公司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予以回购
注销。综上，本次共19名激励对象可以办理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锁手续，实际解锁股数为
29.0913万股。
注3：公司原副总裁雷莉所持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限售股份解锁后，其
买卖股份应遵守深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以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其已于2019年度离职，本次预
留部分限售股份解锁后，其所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剩余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19.1248万股
将由公司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予以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事宜公司将另行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披露。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497,193,896

33.32

-290,913

496,902,983

33.30

高管锁定股

420,672,533

28.19

0

420,672,533

28.19

股权激励限售股

76,521,363

5.13

-290,913

76,230,450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94,894,012

66.68

290,913

995,184,925

66.70

1,492,087,908

100.00

0

1,492,087,908

100.00

三、股份总数

5.11

五、备查文件
1、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公告编号：2019-097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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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深圳万利达电子
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利达工业” ）通知，获悉万利达工业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深圳万利达电
子工业有限公
司

是

19,502,300

2019.08.27

2021.08.26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8.62%

偿还借款

2、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万利达工业及厦门惠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惠及投资” ）均为吴凯庭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
万利达工业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26,19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9.40%，本次
质押后，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数量为154,482,3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8.30%，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3.74%。
惠及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5,47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56%;吴凯庭先生

股票代码：00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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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2,271,9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0%；惠及投资及吴凯庭先
生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形。
综上，吴凯庭先生、万利达工业及惠及投资（以下简称“三方” ）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总数为253,942,3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5.46%。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后，三方所持有公
司股 份累 计 被 质 押 的 数 量 为 154,482,300股 ， 占 三 方 共 同 持 有 公 司 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为
60.83%，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3.74%。
3、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
控制权变更。在质押期内，若出现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将及时通知公司并披露相应的风
险提示，积极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及追加保证金等措施应对平仓风险。公
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
的，将严格遵照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0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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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已连续10个交易日(2019年8月15
日-2019年8月28日)收盘价格均低于股票面值(即1元人民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之(十八)款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
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1条的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
应当在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公告之日起停牌，深圳证券
交易所自公司股票停牌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3条规定，上市公司出现连续十个交易

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
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对于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截至目前，公司正积极采取各种措施
面对当前的经营形势，努力维持公司的正常运作。同时，公司管理层正在与相关债权人积极
协商解决债务违约相关事项。
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变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印纪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