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005� � �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19-151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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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豪润达” ）于2019年11月19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39），公告中披

露了2018年度财务报告更正事项对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现公司对2018年度财务报告更正事项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2019年半年度以及2019年

前三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补充说明如下（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

一、对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3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存货

667,010,398.36 -8,692,627.10 658,317,771.26

固定资产

3,913,948,291.46 -2,048,000,899.52 1,865,947,391.94

在建工程

241,662,928.51 -19,894,076.81 221,768,851.70

无形资产

1,029,570,261.22 -513,260,217.44 516,310,043.78

开发支出

152,153,744.65 -121,855,948.76 30,297,795.89

预计负债

- 444,411,000.00 444,411,000.00

递延收益

119,127,794.60 139,799,014.79 258,926,809.39

未分配利润

-1,061,563,472.95 -3,234,986,869.62 -4,296,550,342.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449,834,161.01 -3,234,986,869.62 2,214,847,291.39

少数股东权益

249,492,232.89 -60,926,914.80 188,565,318.09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3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623,380,299.53 -52,739,112.88 570,641,186.65

销售费用

30,834,797.68 -1,097.60 30,833,700.08

管理费用

92,292,202.40 -21,728,530.82 70,563,671.58

研发费用

12,294,422.74 15,393,289.23 27,687,711.97

财务费用

25,748,741.69 -8,560,200.00 17,188,541.69

资产处置收益

59,295.48 8,175.28 67,470.76

净利润

-82,343,905.26 67,643,827.35 -14,700,077.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9,750,212.70 64,589,685.07 -15,160,527.63

少数股东损益

-2,593,692.56 3,054,142.28 460,449.72

3.�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3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预计负债

- 444,411,000.00 444,411,000.00

未分配利润

298,174,570.23 -444,411,000.00 -146,236,429.77

4.�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3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财务费用

1,286,198.70 -8,560,200.00 -7,274,001.30

净利润

-12,322,443.25 8,560,200.00 -3,762,243.25

二、对2019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6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存货

590,078,961.99 -8,797,309.46 581,281,652.53

固定资产

3,552,194,697.87 -1,967,421,060.12 1,584,773,637.75

在建工程

250,040,578.05 -17,699,064.59 232,341,513.46

无形资产

1,017,201,021.69 -516,911,761.90 500,289,259.79

开发支出

99,743,696.46 -62,637,252.60 37,106,443.86

预计负债

- 453,730,200.00 453,730,200.00

递延收益

110,392,512.34 139,330,175.62 249,722,687.96

未分配利润

-1,283,142,766.93 -3,106,342,275.27 -4,389,485,042.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52,439,272.03 -3,106,342,275.27 2,146,096,996.76

少数股东权益

246,760,115.45 -60,184,549.02 186,575,566.43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6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1,420,384,927.33 -130,184,029.61 1,290,200,897.72

销售费用

70,085,114.48 4,047.79 70,089,162.27

管理费用

150,071,824.68 -32,657,998.23 117,413,826.45

研发费用

126,949,828.66 -34,943,632.15 92,006,196.51

财务费用

41,610,612.93 759,000.00 42,369,612.93

资产处置收益

3,488,556.42 8,175.28 3,496,731.70

净利润

-306,653,715.05 197,030,787.48 -109,622,927.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1,329,506.68 193,234,279.42 -108,095,227.26

少数股东损益

-5,324,208.37 3,796,508.06 -1,527,700.31

3.�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6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预计负债

453,730,200.00 453,730,200.00

未分配利润

219,644,247.12 -453,730,200.00 -234,085,952.88

4.�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6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财务费用

5,548,042.67 759,000.00 6,307,042.67

净利润

-90,852,766.36 -759,000.00 -91,611,766.36

三、对2019年前三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9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存货

454,666,691.02 -16,917,064.97 437,749,626.05

固定资产

3,396,121,606.73 -1,894,963,419.21 1,501,158,187.52

在建工程

283,038,706.16 -20,139,404.27 262,899,301.89

无形资产

984,084,111.00 -497,669,008.36 486,415,102.64

开发支出

108,081,099.11 -62,936,894.44 45,144,204.67

预计负债

-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递延收益

104,998,846.65 138,861,336.45 243,860,183.10

未分配利润

-1,421,514,778.29 -3,039,868,702.91 -4,461,383,481.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147,833,020.13 -3,039,868,702.93 2,107,964,317.20

少数股东权益

244,592,161.20 -58,429,824.77 186,162,336.43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9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2,189,159,533.44 -147,270,345.51 2,041,889,187.93

销售费用

105,397,986.92 3,515.46 105,401,502.38

管理费用

330,348,086.23 -91,060,739.58 239,287,346.65

研发费用

165,304,499.56 -40,763,539.16 124,540,960.40

财务费用

44,522,581.24 13,840,200.00 58,362,781.24

资产处置收益

4,647,938.73 8,175.28 4,656,114.01

净利润

-447,193,680.64 265,259,084.07 -181,934,596.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9,701,518.04 259,707,851.78 -179,993,666.26

少数股东损益

-7,492,162.62 5,551,232.31 -1,940,930.31

3、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9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预计负债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未分配利润

198,002,347.00 -466,811,400.00 -268,809,053.00

4、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9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财务费用

9,840,014.93 13,840,200.00 23,680,214.93

净利润

-112,494,666.48 -13,840,200.00 -126,334,866.48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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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更新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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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德豪润达” ）于2019年11月16日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差错

更正的议案》，公司对2018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差错更正，现将相关更正事项具体说明如下：

一、董事会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1、公司确认一项因未决诉讼产生的预计负债

2019年5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Lumileds�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中提及：根据美

国法院作出的判决，被告德豪润达、王冬雷和陈刚毅应承担连带责任，应向原告 Lumileds�支付

6,600�万美元的赔偿金，并支付诉讼费用及按法定利率支付诉讼费利息，其中诉讼费用的具体

金额尚需由法院进一步确认。

公司重新审视美国Lumileds公司起诉德豪润达侵占商业秘密一案的诉讼赔偿费账务处理，

即在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的要求。 公司认

为，2018年8月法院陪审团出具了初裁结果，结合外部律师的法律意见分析，该项诉讼已经构成

公司当时应当承担的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且基本能确定败诉后赔偿金

额为6,600万美元。公司应当在2018年度确认一项因未决诉讼产生的预计负债，因此，公司对本

项诉讼事项作为一项前期会计差错处理，追溯调整2018年度财务报表，具体如下：

预计负债调增452,971,200.00元，未分配利润调减452,971,200.00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调减452,971,200.00元，营业外支出调增452,971,200.00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调

减452,971,200.00元。

2、公司确认LED芯片业务非流动资产的计提减值准备

为消除2018年“LED芯片业务相关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保留事项影响，公司管理层根

据授权聘请了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联国际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联国际” ）对

2018年12月31日基准日的LED芯片业务非流动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及减值的具体金额进行评

估，并出具了《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编制财务报表拟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及其

指定的各项资产可回收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联国际评字【2019】第OKMQB0606号，以下

简称“评估报告” ）。根据评估报告，公司对LED芯片业务非流动资产的各项减值进行了确认。

公司对LED芯片非流动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事项作为一项前期会计差错处理， 追溯调整2018年

度财务报表，具体如下：

固定资产调减2,119,393,351.54元， 在建工程调减27,059,337.54元， 无形资产调减516,650,

702.34元，开发支出调减107,215,166.39元，递延收益调增140,267,853.96元，未分配利润调减2,

846,605,354.69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调减2,846,605,354.69元，少数股东权益调减63,981,

057.08元，研发费用调增107,215,166.39元，资产减值损失调增2,803,371,245.38元，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调减2,846,605,354.69元，少数股东损益调减63,981,057.08元。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上述调整对公司2018年度、2019年第一季度、2019年半年度、2019年前三季度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单位均为人民币“元” ）

（一）对2018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固定资产

3,998,058,549.45 -2,119,393,351.54 1,878,665,197.91

在建工程

247,502,111.42 -27,059,337.54 220,442,773.88

无形资产

1,023,590,897.66 -516,650,702.34 506,940,195.32

开发支出

152,984,217.69 -107,215,166.39 45,769,051.30

预计负债

452,971,200.00 452,971,200.00

递延收益

106,545,486.04 140,267,853.96 246,813,340.00

未分配利润

-981,813,260.25 -3,299,576,554.69 -4,281,389,814.9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554,049,742.20 -3,299,576,554.69 2,254,473,187.51

少数股东权益

252,084,323.82 -63,981,057.08 188,103,266.74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8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研发费用

59,790,875.11 107,215,166.39 167,006,041.50

资产减值损失

307,868,901.48 2,803,371,245.38 3,111,240,146.86

营业外支出

5,994,163.71 452,971,200.00 458,965,363.71

净利润

-689,723,400.67 -3,363,557,611.77 -4,053,281,012.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7,719,031.15 -3,299,576,554.69 -3,967,295,585.84

少数股东损益

-22,004,369.52 -63,981,057.08 -85,985,426.60

3.�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预计负债

452,971,200.00 452,971,200.00

未分配利润

310,497,013.48 -452,971,200.00 -142,474,186.52

4.�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8

年度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外支出

914,139.98 452,971,200.00 453,885,339.98

净利润

113,374,570.60 -452,971,200.00 -339,596,629.40

（二）对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3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存货

667,010,398.36 -8,692,627.10 658,317,771.26

固定资产

3,913,948,291.46 -2,048,000,899.52 1,865,947,391.94

在建工程

241,662,928.51 -19,894,076.81 221,768,851.70

无形资产

1,029,570,261.22 -513,260,217.44 516,310,043.78

开发支出

152,153,744.65 -121,855,948.76 30,297,795.89

预计负债

- 444,411,000.00 444,411,000.00

递延收益

119,127,794.60 139,799,014.79 258,926,809.39

未分配利润

-1,061,563,472.95 -3,234,986,869.62 -4,296,550,342.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449,834,161.01 -3,234,986,869.62 2,214,847,291.39

少数股东权益

249,492,232.89 -60,926,914.80 188,565,318.09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3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623,380,299.53 -52,739,112.88 570,641,186.65

销售费用

30,834,797.68 -1,097.60 30,833,700.08

管理费用

92,292,202.40 -21,728,530.82 70,563,671.58

研发费用

12,294,422.74 15,393,289.23 27,687,711.97

财务费用

25,748,741.69 -8,560,200.00 17,188,541.69

资产处置收益

59,295.48 8,175.28 67,470.76

净利润

-82,343,905.26 67,643,827.35 -14,700,077.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9,750,212.70 64,589,685.07 -15,160,527.63

少数股东损益

-2,593,692.56 3,054,142.28 460,449.72

3.�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3

月

31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预计负债

- 444,411,000.00 444,411,000.00

未分配利润

298,174,570.23 -444,411,000.00 -146,236,429.77

4.�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3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财务费用

1,286,198.70 -8,560,200.00 -7,274,001.30

净利润

-12,322,443.25 8,560,200.00 -3,762,243.25

（三）对2019年半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6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存货

590,078,961.99 -8,797,309.46 581,281,652.53

固定资产

3,552,194,697.87 -1,967,421,060.12 1,584,773,637.75

在建工程

250,040,578.05 -17,699,064.59 232,341,513.46

无形资产

1,017,201,021.69 -516,911,761.90 500,289,259.79

开发支出

99,743,696.46 -62,637,252.60 37,106,443.86

预计负债

- 453,730,200.00 453,730,200.00

递延收益

110,392,512.34 139,330,175.62 249,722,687.96

未分配利润

-1,283,142,766.93 -3,106,342,275.27 -4,389,485,042.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52,439,272.03 -3,106,342,275.27 2,146,096,996.76

少数股东权益

246,760,115.45 -60,184,549.02 186,575,566.43

2.�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6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1,420,384,927.33 -130,184,029.61 1,290,200,897.72

销售费用

70,085,114.48 4,047.79 70,089,162.27

管理费用

150,071,824.68 -32,657,998.23 117,413,826.45

研发费用

126,949,828.66 -34,943,632.15 92,006,196.51

财务费用

41,610,612.93 759,000.00 42,369,612.93

资产处置收益

3,488,556.42 8,175.28 3,496,731.70

净利润

-306,653,715.05 197,030,787.48 -109,622,927.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1,329,506.68 193,234,279.42 -108,095,227.26

少数股东损益

-5,324,208.37 3,796,508.06 -1,527,700.31

3.�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6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预计负债

453,730,200.00 453,730,200.00

未分配利润

219,644,247.12 -453,730,200.00 -234,085,952.88

4.�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6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财务费用

5,548,042.67 759,000.00 6,307,042.67

净利润

-90,852,766.36 -759,000.00 -91,611,766.36

（四）对2019年前三季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如下（未经审计）：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9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存货

454,666,691.02 -16,917,064.97 437,749,626.05

固定资产

3,396,121,606.73 -1,894,963,419.21 1,501,158,187.52

在建工程

283,038,706.16 -20,139,404.27 262,899,301.89

无形资产

984,084,111.00 -497,669,008.36 486,415,102.64

开发支出

108,081,099.11 -62,936,894.44 45,144,204.67

预计负债

-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递延收益

104,998,846.65 138,861,336.45 243,860,183.10

未分配利润

-1,421,514,778.29 -3,039,868,702.91 -4,461,383,481.2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147,833,020.13 -3,039,868,702.93 2,107,964,317.20

少数股东权益

244,592,161.20 -58,429,824.77 186,162,336.43

2、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9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营业成本

2,189,159,533.44 -147,270,345.51 2,041,889,187.93

销售费用

105,397,986.92 3,515.46 105,401,502.38

管理费用

330,348,086.23 -91,060,739.58 239,287,346.65

研发费用

165,304,499.56 -40,763,539.16 124,540,960.40

财务费用

44,522,581.24 13,840,200.00 58,362,781.24

资产处置收益

4,647,938.73 8,175.28 4,656,114.01

净利润

-447,193,680.64 265,259,084.07 -181,934,596.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9,701,518.04 259,707,851.78 -179,993,666.26

少数股东损益

-7,492,162.62 5,551,232.31 -1,940,930.31

3、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09

月

30

日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预计负债

466,811,400.00 466,811,400.00

未分配利润

198,002,347.00 -466,811,400.00 -268,809,053.00

4、 母公司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

年

1-9

月

更正前 更正金额 更正后

财务费用

9,840,014.93 13,840,200.00 23,680,214.93

净利润

-112,494,666.48 -13,840,200.00 -126,334,866.48

三、会计师事务所就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专项说明

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

具了审核报告，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关于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事项说明的专项审核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C10532号）。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此事项发表的审核意见

1、董事会意见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 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能够更加客

观、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信息质量。

2、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等有关规定的要求，能够更加客

观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

3、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涉及的会计差错更正及调整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要求，董事

会关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度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3010� � �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3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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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9日上午9点以现场加通讯的

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11月14日以信息平

台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际到会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高

献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53,073,10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9年5

月29日实施完毕。根据《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有关规定，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7.51元/股调整为5.2571元/股，授予总量由318.00万股调整

为445.20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万盛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5）。

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已

经成就，本次符合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的人数为75人，可解除限售数量为178.08

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万盛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6）。

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万盛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7）。

表决情况：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10� � �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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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9日上午10点以现场方式召

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9年11月14日以信息平台方式

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岚女士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

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议案》

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53,073,10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19年5

月29日实施完毕。根据《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有关规定，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7.51元/股调

整为5.2571元/股，授予总量由318.00万股调整为445.20万股。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

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万盛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5）。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

订稿）》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对符合第一次解除限售资格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拟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监

事会同意公司为75名符合资格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售178.08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万盛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6）。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10� � �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19-095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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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11月19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议

案》，根据《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的规定和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进行了调整。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激励计

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毛美英

女士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国浩律师（杭

州） 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法律意见

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8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

董事毛美英女士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

法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2018年

10月16日起至2018年10月25日止。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监事

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4、2018年11月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万盛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

的议案，并披露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8年11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

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关于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激励计划权益调整和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2019年11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议案》、《关于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对第一次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若干事项之法律

意见书》。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调整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9年5月1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以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53,073,10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为2019年5月27日，除权（息）日为2019年5月28日。

1、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的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派息、配股或增发等影响公司股票价格进行除

权、除息处理的情况时，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调整。

派息时调整方法如下：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时调整方法如下：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的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应调整为：

P＝（P0-V）/（1＋n）=（7.51-0.15）/（1+0.4）=5.2571元/股

2、限制性股票授予总量调整的情况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有关规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缩股、配股或增发等事项，应对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

相应的调整。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时调整方法如下：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股

份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

根据上述公式，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应调整为：

Q＝Q0×（1＋n）=3,180,000×（1+0.4）=4,452,000股

三、本次调整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上述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此次

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进行调整。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事项，符

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相关调整事项的规定，本次调整内容在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调整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

公司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调整。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公司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规

定。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关程序，公司对于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的安排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激励计

划》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尚需由公司董事会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的相关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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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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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符合第一次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75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78.08万股，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0.51%。

● 本次限制性股票待相关解除限售上市申请完成后，公司将发布相关解除限售暨上市

的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11月1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激励对象

所持的限制性股票的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相关授权，同意按照《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

除限售的相关事宜。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 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18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激励计

划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独立董事毛美英女

士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国浩律师 （杭

州） 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法律意见

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8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

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

董事毛美英女士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国

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法

律意见书》。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公司对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为自2018年

10月16日起至2018年10月25日止。在公示期内，公司未收到关于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异议。监事

会对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

明》。

4、2018年11月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万盛

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相关事项

的议案，并披露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8年11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权益

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调整的议案》、《关于向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

对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关于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调整及授予事项之法律意见书》。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激励计划权益调整和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6、2019年11月1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和授予总量的议案》、《关于第一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公司监事会对第一次解除限售事项进行了核查。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了《国浩律

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若干事项之法律意

见书》。

二、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条件

1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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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②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

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③

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

、

公司章

程

、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

④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⑤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解除

限售条件

。

2

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①

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

②

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的

；

③

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④

具有

《

公司法

》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的

；

⑤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⑥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

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

。

3

公司业绩考核要求

：

2018

年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1.05

亿元

。

注

：

本激励计划中所指净利润

，

基于公司在各业绩考核

期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测算

，

并扣除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实施的所有股权激励计划或

员工持股计划在对应业绩考核期摊销的股份支付成本的影

响

，

以及因并购子公司在对应业绩考核期可能存在的商誉减

值影响

。

由于本计划激励对象并未涵盖本公司芯片业务行业

子公司的员工

，

因此上述净利润指标还应扣除本计划有效期

内存续

、

新设或收购的所有芯片业务行业子公司在对应业绩

考核期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

以公司年度报告审

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

《

股票激励计划

2018

年度业

绩实现情况鉴证报告

》，

万盛股

份在

2018

年实现的专项考核净

利润为

1.38

亿元

，

高于

2018

年度

业绩指标考核值

，

满足当期解除

限售的条件

。

4

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

个人绩效考核为

“

合格

”

时

，

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才可具备本年度的解除限售资格

。

75

名激励对象

2018

年度个人绩

效考核均为

“

合格

”，

满足当期限

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条件

。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已满足,75名激

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三、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可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75人， 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178.08万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51%。

单位：万股

姓 名 职 位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

宋丽娟

原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

书

28.00 11.20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

业务

）

人员

（

含

控股子公司

）

（

共计

74

人

）

417.20 166.88

合计

（

75

人

）

445.20 178.08

注：上表中授予数量及解除限售数量均已根据2018年度发生的利润分配而引起的变动进

行了相应调整。

四、监事会意见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

订稿）》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对符合第一次解除限售资格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拟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监事

会同意公司为75名符合资格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共计解除限售178.08万股。

五、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业绩、拟解除限售的75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等实际情

况，均符合《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及公司《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中关于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条件的要求，解除限售

条件已经成就。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按照《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办理第一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的相关事宜。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1、公司本次调整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规

定。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已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了相关程序，公司对于本次解除限售事项的安排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激励计

划》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尚需由公司董事会统一办理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

股票的相关解锁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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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

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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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连带责任。

随着业务发展，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级子公司江苏万盛大伟化

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万盛” ）经营范围逐步扩大，公司于2019年11月19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同意

对江苏万盛经营范围作相应修改，并对江苏万盛《公司章程》有关条款进行修订。本次修订的

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原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五条

公司经营范围

：

一般化工品

（

特种脂肪

胺产品和腰果酚产品

）

的生产

、

研发

、

销

售及技术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经营范围

：

一般化工品

（

特种脂肪胺产品和聚氨

酯催化剂产品

）

的生产

、

研发

、

销售及技术服务

；

危险

化学品

（

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所定范围

）

的生产

、

研发

、

销售及技术服务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

商品及技术除外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章程的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经营范围的变更内容，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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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

搬迁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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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搬迁补偿事项的情况介绍

根据苏州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市政府关于同意撤销张家港东沙化工集中区（东区）为市

级化工集中区认定的批复》，计划对东沙化工集中区（东区）企业整体协议关停，浙江万盛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伟助

剂” ） 属于此次协议关停转型整治范围， 大伟助剂已于2017年12月关停搬迁。2018年9月26

日，大伟助剂与张家港市东南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签署《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及关停补

偿协议书》（以下简称“《搬迁补偿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搬迁补偿协议暨收到部分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二、收到搬迁补偿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搬迁补偿协议》，公司将共计获得人民币3030.41万元的搬迁补偿款，款项将分批

到账。2019年11月18日，公司收到搬迁补偿款909.12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收到上

述搬迁补偿款合计人民币1818.24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搬迁补偿款对公司2019年度当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公司将严格按照 《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具体金额最终以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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