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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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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化股份” ）于2019年7月1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8月6日召开了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向各金融机构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或存款类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于2019年7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6）。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新化股份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购买

方

发行

银

行

产品

名

称

产品

类

型

金额

期限

（天）

产品

起始日至终止

日

产 品 预 期

年化收益

履行情况 实际收益

1

建德市

新化综

合服务

有限公

司

交通银

行

交通银

行蕴通

财富 活

期型 结

构性 存

款

保本

浮

动收益

670

无 固 定

期限

2019.08.07

-2019.10.29

2.5%

已赎回

3.8

2

新化股

份

交通银

行

交通银

行蕴通

财富 定

期型 结

构性 存

款

保本

浮

动收益

5,000 63

2019.08.19-201

9.10.21

3.5%-3.6% 已赎回 30.2

3

新化股

份

交通银

行

交通银

行蕴通

财富 定

期型 结

构性 存

款

保本

浮

动收益

5000 73

2019.10.25-

2020.01.06

3.4%-3.5% 未到期

4

新化股

份

中国银

行

中银保

本理财

-

人民币

按期开

放理 财

产品

保本

收

益

5000 62

2019.10.29-

2019.12.30

3.25% 未到期

注：公司与上述银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向各金融机构购买流动性好、安全性高、单项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存款类

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购买理

财产品的审批与执行程序，确保现金管理事项的有效开展及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独立董事、监事

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

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有利于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

更多投资回报。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余额为10,000

万元，未超过股东大会对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额度。

四、备查文件

（一）到期产品赎回回单；

（二）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建德支行签订的协议及银行付款回单；

（三）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建德支行签订的协议及银行付款回单。

特此公告。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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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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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10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0,961,1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93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由公司董事长刘永升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董事覃东宜因出差在外未能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杨宗峰出席会议；财务总监刘晓宇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0,961,196 100.00 0 0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刘永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350,961,196 100.00 是

2.02 选举赵金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350,961,196 100.00 是

2.03 选举富康年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350,961,196 100.00 是

2.04 选举李树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350,961,196 100.00 是

2.05 选举宁恢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350,961,196 100.00 是

2.06 选举李国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350,961,196 100.00 是

3.00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吕益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50,961,196 100.00 是

3.02 选举王志成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50,961,196 100.00 是

3.03 选举赵新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50,961,196 100.00 是

4.00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刘晓宇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350,961,196 100.00 是

4.02 选举赵汝君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350,961,196 100.00 是

4.03 选举徐仲先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350,961,196 100.0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2.01

选举刘永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2.02

选举赵金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2.03

选举富康年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2.04

选举李树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2.05 选举宁恢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2.06

选举李国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3.01

选举吕益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3.02

选举王志成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3.03

选举赵新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4.01

选举刘晓宇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4.02

选举赵汝君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4.03

选举徐仲先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

17,815,252 100.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甘肃正天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靖阳温生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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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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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九次会议，就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

届选举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选举邓寒峰先生、张笑阳先生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邓寒峰先生、张笑阳先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的3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的非职工代表监事相同。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邓寒峰先生：男，1973年3月出生，汉族，陕西紫阳人，中共党员，理学学士，编审。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1990年9月至1994年6月在兰州大学地质学学习，1994年6月至1996年12月在甘肃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党办人事处工作，1996年12月至2001年4月在甘肃省新闻出版局人事处工作，2001年4月至2006年8月任甘肃

教育出版社编辑，2006年8月至2010年3月任北京读者天地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2010年3月至2011

年3月任北京读者天地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1年3月至2016年9月任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甘肃教育出版中心副总经理，2016年9月至今任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社

长)、总编辑、担任法人代表。

张笑阳先生：男，1975年12月出生，山东德州人，中共党员，文学学士，副编审。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

留权，1993年9月至1997年6月在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97年6月至1997年9月待业，1997年9月至2000

年10月任甘肃人民出版社第一编辑室编辑，2000年10月至2008年2月任《读者》 杂志社编辑，2008年2月至

2008年12月任《读者》杂志社副总编辑，2008年12月至2010年3月任《读者·原创版》主编，2010年3月至2011

年3月， 读者原创版编辑部主编，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任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读者原创期刊中心总经

理，2013年6月至2017年8月任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期刊出版中心总经理、 总编辑，2017年8月至2018

年9月任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期刊出版中心总经理、总编辑,兼任读者(上海)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2018年9月至今任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期刊出版中心总经理、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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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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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2019年10月30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刘永升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赵金云女士为公司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长刘永升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公司董事会选举赵金云女士、富康年先生、吕益民

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与董事长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战略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一致。

公司董事会选举王志成先生、赵新民先生、李树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王志成

先生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上述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董事会选举赵新民先生、吕益民先生、富康年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赵新民

先生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上述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董事会选举吕益民先生、王志成先生、宁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吕

益民先生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上述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杨宗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相

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李树军先生、宁恢先生、杨宗峰先生、袁海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全体董事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袁海洋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李向勇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退出甘肃读者光大新兴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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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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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于2019年10月30日在公司A座三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会

议。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的监事刘晓宇主持。公司现有监事5人，实际参会监事5人，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及《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刘晓宇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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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退出

甘肃读者光大新兴产业并购基金

（有限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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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金设立情况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读者传媒”或“公司” ）经公司2016年12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2017年1月12日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出资设立并购基金的议案》，拟出资人民

币3亿元与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资本” ）共同发起设立读者光大新兴产业并购基金（有

限合伙）（经工商部门核准为甘肃读者光大新兴产业并购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读者光大基金” ），

公司与光大资本共同出资设立读者光大新兴产业并购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经工商部门核准为甘肃读者光

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人” ）作为基金的管理人。读者光大基金首期募集目标为5亿元人民

币，主要投资但不局限于与读者传媒相关的新兴产业（文化、教育、旅游、体育、互联网、泛娱乐等）。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4日、2017年1月1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拟出资设立并购基金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临2016-059号）、《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7-002号）。

二、基金进展情况

读者光大基金于2017年5月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并于2019年1月28日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

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登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公告》（临

2019-003号）。

三、公司退出基金的原因

受合作方及市场等因素影响，合作基础和人员等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基金运营不确定性增加，加之基

金对外募集未达预期，基金长时间未开展具体投资项目，为保证各合伙人资金安全，经管理人提议，公司与

光大资本、管理人三方同意先行清算读者光大基金。

四、退出方式

目前读者光大基金募集资金存放于基金募集账户，尚未开展投资活动，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终

止与光大资本、甘肃读者光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合伙协议》等相关文件，并履行读者光大基

金退出的相关手续。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基金清算及基金管理人甘肃读者光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

权处置等相关事宜。

五、退出基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退出读者光大基金，可避免基金投资及管理风险，保护公司股东利益，有利于增加可支配资金。读

者光大基金设立后尚未开展投资活动，公司本次退出基金份额未产生投资收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

动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未来的整体发展规划。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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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到期收回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

并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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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收回前期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的本金10,900万元及收益金110.36万元。

2.此次购买结构性存款的情况：

产品受托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

产品金额：1.5亿元人民币，其中闲置自有资金1.3亿元，募集资金2,000万元。

产品收益率(年化)：4.00%-4.10%

产品收益起算日：2019年10月30日

产品到期日：2020年5月4日（遇非工作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产品收益根据实际投资期限计算）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议案》（详见公司公告临2019-004、临2019-008号、临2019-016号、临2019-009号），同意公司对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5亿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3,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一年）的银行和非银

行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在决议有效期内该投资额度可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

资决策权并由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财务部具体实施。现对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到期的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24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签订了《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

产品合同（适用于挂钩金融衍生品的结构性存款）》，使用闲置自有资金10,900万元购买结构性存款，（详

见公司公告临2019-024）。该产品已于2019年10月25日到期，公司已按照预期收益率收回全部本金10,900万

元及收益金110.36万元。

二、此次购买结构性存款的基本情况

公司2019年10月30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签订了《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汇率挂钩）产品协议》，使用1.5亿元人民币（其中闲置自有资金1.3亿元，募集资金2,000万元）购买结

构性存款，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定期型结构性存款187天

产品金额：1.5亿元人民币，其中闲置自有资金1.3亿元，募集资金2,000万元。

预计收益率(年化)：4.00%-4.10%

产品收益起算日：2019年10月30日

产品到期日：2020年5月4日（遇非工作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产品收益根据实际投资期限计算）

三、敏感性分析

公司运用阶段性闲置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

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运营及日常资金流转的资金需求，且能增加公司收益，提升公司整体业绩，并为公司

股东谋取更高的投资回报。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投资的结构性存款属于保本型产品，但受金融市场宏观经济的影响，产品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流

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受各种风险影响，产品的收益率将产生波动，短期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建立健全资金使用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资金使用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相关部门将及时跟

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

资风险。

五、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保证公司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

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求更多的投资

回报。

六、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日，自2019年5月23日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起，公司未到期的使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金额为4.18亿元，其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3.98亿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金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日，自2019年5月23日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起，公司12个月内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金额为6.28亿元人民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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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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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对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均无实质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

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应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日期

公司2019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均执行《修订通知》规定的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

（三）变更前后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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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

政部前期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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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于同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

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根据《修订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和“应收款项融

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专项储备” 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将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项目。

合并利润表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 项目。

（二）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

追溯调整，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无实质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

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不会对公司当期

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也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也不存在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

（财会〔2019〕16号）的要求，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属于按国家统一的

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

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情况的反映更为准确和公允。因此，公司监

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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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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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8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于2019年10月30日在福州市马尾区江滨东大道15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本

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寅彦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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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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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书面审核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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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的要求，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和相关会计科目核算进行变更、调整，属于按

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

更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公司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情况的反映更为准确和公允。

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06）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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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康为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崴峤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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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471,111.14 444,025,462.53 18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177,747,341.24 298,004,824.03 2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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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65,005.24 43,442,274.11 -15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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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87,783.42 70,073,093.71 3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4,534,102.34 30,943,499.14 -5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653,728.44 25,324,933.92 -5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2.92 7.20 减少4.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8 0.41 -56.1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3 0.34 -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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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 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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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000.00 3,587,000.00

主要系2019年1月收到三项政

策专项扶持资金补助132.20万

元、6月收到哈尔滨市金融服务

局企业上市奖励资金100万元

及其他应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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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200,408.21 理财利息收入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 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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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839.89 777,839.89

主要系未到期结构性存款公允

价值变动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02.34 营业外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

后）

所得税影响额 -202,175.98 -684,771.86

合计 1,145,663.91 3,880,3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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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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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为民 50,474,000 50.47 50,474,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康立新 5,677,093 5.68 5,677,093 无 0 境内自然人

哈尔滨科力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黑龙江科力北方投

资企业 （有限合

伙）

3,525,000 3.53 3,525,000 无 0 其他

王桂波 3,295,027 3.30 3,295,027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磊 2,017,364 2.02 2,017,364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曲水县哈新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646,375 1.65 1,646,375 无 0 其他

黑龙江龙财盘实高

新技术创业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黑龙江龙财盘

实高新技术创业股

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1,536,710 1.54 1,536,710 无 0 其他

曲水县盈新龙飞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22,241 1.42 1,422,241 无 0 其他

上海联创永沂二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394,052 1.39 1,394,052 无 0 其他

北京国科瑞华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1,208,178 1.21 1,208,178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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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留杭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朱晓光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温涛 116,928 人民币普通股 116,928

邓州市义鼎农业有限公司 114,716 人民币普通股 114,716

陈佐东 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000

温建军 95,933 人民币普通股 95,933

陈乃升 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

剧冬梅 87,770 人民币普通股 87,770

肖旸 85,001 人民币普通股 85,001

王重良 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康为民与康立新系兄妹关系；康立新与林磊系母子关系；康为民、康立新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林磊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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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首次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中预告， 公司预计2019年1-9月可实现的营业收入为10258.18

万元，实际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9428.78万元相比减少8.09%，主要系有部分项目未完成验收未实现

收入。预计2019年1-9月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179.2万元，实际2019年1-9

月可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065.37万元相比减少9.65%，主要系营业收入减少

所致。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2019年7月19日刊登的《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7,349,960.10 24,514,073.34 215.53%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到账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371,387,839.89 - -

主要系本期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386,406,678.01 18,296,649.25 2011.90%

主要系本期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无形资产 23,303,040.78 6,491,094.48 259.00%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睿

光光电购买土地所致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60,000,000.00 -50.00%

主要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

所致

应付票据 - 11,730,000.00 -

主要系本期偿付到期票据

所致

应付账款 31,256,117.82 12,491,153.71 150.23%

主要系本期应付暂估材料

款所致

预收款项 10,537,959.70 28,576,600.68 -63.12%

主要系本期公司研发产品

确认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419,108.03 5,096,119.17 -52.53%

主要系2018年末计提年终

奖金本期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2,710,653.92 11,385,763.04 -76.19%

主要系受收入季节性变动

影响的所得税及增值税变

动所致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0 75,000,000.00 33.33%

主要系IPO首发上市增资

发行2500万股票所致

资本公积 1,023,449,470.41 183,241,055.54 458.53%

主要系IPO首发上市发行

价格与计入股本的差额计

入资本公积所致

未分配利润 50,053,598.51 35,519,496.17 40.92%

主要系本期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890,778.63 -39,557.61 -2351.85%

主要系本期控股子公司睿

诚光电少数股东兑现认缴

出资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原因

营业收入 94,287,783.42 70,073,093.71 34.56%

主要系本期批产收入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5,889,202.39 2,070,914.02 184.38%

主要系2018年8月新设分公

司后人员工资、 社保及母

公司宣传等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6,001,800.90 17,500,406.47 48.58%

主要系2018年8月新设分公

司后人员工资、社保增加、

子公司折旧费增加、 母公

司人员工资等费用增加所

致

研发费用 16,234,468.29 8,869,763.36 83.03%

主要系本期增加研发项目

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2,447,611.16 -1,324,730.41 -284.76%

主要系2018年因关联方借

款计提利息收入， 本期无

关联方借款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46,470.93 - -

主要系本期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4,569,184.89 -245,090.07 -1964.29%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减少、 前期计提坏账

准备本期转回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77,839.89 - -

主要系未到期结构性存款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6,534,628.17 29,462,729.09 -77.82%

主要系本期与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 200,408.21 1,185,721.38 -83.1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

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97,000.00 50,000.00 4694.00%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其中2019年1月收到

三项政策专项扶持资金补

助132.20万元、6月收到哈

尔滨市金融服务局企业上

市奖励资金100万元

营业外支出 102.34 99,817.56 -99.90%

主要系本期滞纳金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2,507,229.29 5,012,937.69 -49.98%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及研

发费加计扣除变动所致

净利润 14,459,738.58 30,926,331.41 -53.24%

主要系本期与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0,653,728.44 25,324,933.92 -57.93%

主要系本期与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减少的原因是2018年

1-9月与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的政府补助2,938.54万元

（扣除企业所得税影响后

为2,497.76万元）， 该项政

府补助系在以前年度符合

补助条件的经营活动在

2018年1-9月得到批复并

给付。而2019年1-9月与公

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政府补

助为534.46万元（扣除企业

所得税影响后为454.29万

元）， 若不考虑该因素，公

司2018年1-9月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4.74万

元，2019年 1-9月为 611.08

万元，同比增长576.34万元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原因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77,339,966.90 140,878,044.60 -45.10%

主要系本期销售产品回款

减少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5,913,891.18 11,398,647.33 -48.12%

主要系本期收到与公司主

营业务相关的政府补助减

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7,842,389.93 5,848,994.11 34.08%

主要系本期取得地方政府

奖励补助增加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33,433,175.57 24,072,706.29 38.88%

主要系本期增加分、子公司

及薪酬上涨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068,461.37 34,856,092.07 -51.03%

主要系受收入变动影响的

所得税及增值税变动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9,500,000.00 517,494,000.00 -98.16%

主要系上年同期关联方偿

还借款、 赎回理财产品，本

期赎回理财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200,408.21 1,185,721.43 -83.10%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

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21,215,329.69 11,212,331.07 89.21%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睿

光光电购买土地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746,950,000.00 341,494,000.00 118.73%

主要系本期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所

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 188,155,046.11 -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购子公

司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877,956,792.45 - -

主要系收到 IPO募集资金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0,000,000.00 20,000,000.00 200.00%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7,596,156.77 149,452,551.26 -74.84%

主要系上年同期代收股权

转让款及个人所得税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0,000,000.00 42,814,371.87 110.21%

主要系本期归还银行借款

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929,021.21 4,590,683.32 -36.20%

主要系本期借款费用减少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5,758,114.53 153,876,365.56 -70.26%

主要系上年同期代付股权

转让款及个人所得税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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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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