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05� � �公司简称：珀莱雅

年度

报 告 摘 要

一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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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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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股权登记日在册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5.90 元

现金红利（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 118,749,040.4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珀莱雅 60360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叶峰 王小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88号珀莱雅大厦 9楼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88号珀莱雅大厦 9楼

电话 0571-87352850 0571-87352850

电子信箱 proyazq@proya.com proyazq@proya.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化妆品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旗下拥有“珀莱雅” 、“优资莱” 、“悦

芙媞” 、“韩雅” 、“猫语玫瑰” 、“YNM” 、“彩棠” 等品牌。

1、珀莱雅品牌，定位于海洋科技护肤，专注于海洋护肤研究。

2、优资莱品牌，定位于茶养护肤，提供有效能的茶元素护肤产品。

3、悦芙媞品牌，专为年轻肌肤定制，带来轻松快乐的美妆方式。

4、韩雅品牌，定位于高功能护肤，提供针对性的肌肤解决方案。

5、猫语玫瑰品牌，以天然玫瑰花精华为基底，打造甜美恋爱系自然彩妆。

6、YNM品牌，韩系新锐平价美妆。

7、彩棠品牌：专注于东方色彩美学，打造兼具东方韵味与当代时尚的专业彩妆。

（二）经营模式

1、销售模式

主要为线下、线上渠道相结合的销售模式。

线下渠道主要通过经销商的模式运营。渠道主要有化妆品专营店、商超、单品牌店等。

线上渠道主要通过直营、分销模式进行运营。渠道主要有天猫、淘宝、唯品会、京东、拼多多、

云集等。

2、生产模式

以自主研发、自主生产为主，OEM生产为辅的生产模式。

（三）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分类代码：C26）；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1），公司所属行业为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C268），细分行业为化妆品制造（C2682）。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1,649亿元，同比增长 8.0%，其中化妆

品类总额 2,992亿元，同比增长 12.6%（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 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7年

总资产 2,979,365,076.82 2,860,042,557.71 4.17 2,303,827,477.37

营业收入 3,123,520,211.77 2,361,248,766.72 32.28 1,783,028,737.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2,681,976.58 287,188,727.12 36.73 200,785,78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86,170,257.02 277,682,743.63 39.07 185,088,598.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029,687,883.68 1,694,310,463.85 19.79 1,458,687,546.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35,961,328.34 512,918,568.86 -54.00 334,212,090.4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6 1.44 36.11 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6 1.43 37.06 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1.24 18.28 增加 2.96个百分点 27.93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641,915,746.67 685,873,828.14 752,310,545.06 1,043,420,09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1,149,334.41 82,243,766.27 66,631,354.41 152,657,5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1,088,028.91 79,559,118.63 67,318,366.85 148,204,74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1,461,461.76 -17,670,921.84 131,782,874.91 163,310,837.03

注：营业收入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季度之间波动的主要原因：化妆品行业易受季

节性因素和节假日活动影响，各季度销售情况呈现波动变化，如第四季度集中了国庆节、“双十

一” 、双十二等销售高峰期，因此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高于其他季度。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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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7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41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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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侯军呈 72,640,500 36.09 72,640,500 无

境内自

然人

方玉友 48,858,000 24.27 48,858,000 质押 15,160,000

境内自

然人

李小林 7,589,400 3.77 7,589,400 无

境内自

然人

徐君清 7,419,900 3.69 7,419,900 质押 2,700,000

境内自

然人

曹良国 -1,759,500 5,498,850 2.73 0 无

境内自

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439,856 2,439,856 1.21 0 未知 其他

阿布达比投资局 1,139,909 1,139,909 0.57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1,099,876 1,099,876 0.55 0 未知 其他

韩国银行－自有资金 981,849 981,849 0.49 0 未知 其他

曹荣杰 890,000 890,000 0.44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方玉友系侯军呈配偶方爱琴的弟弟，故侯军呈、方玉友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一）主品牌珀莱雅重点发展

（1）品牌升级

基于品牌“海洋” 的 DNA，与法国国家海藻研究机构（CEVA）、法国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机

构（CODIF）在法国布列塔尼联合发布全新精华家族；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合作，共同溯源

珀莱雅天然安全的全球海洋原料，呼吁保护海洋；联合代言人李易峰、黄明昊、罗云熙、知名 KOL

等表达“趁年轻，去发现” 的品牌精神；发起 “99分人生” 微电影项目，表达品牌极致探索精神。

（2）整合营销

通过《航海王》、《山海经》等 IP 跨界营销；冠名浙江卫视《遇见你真好》；独家特约《青春

环游记》；通过品牌、代言人、粉丝进行联合营销。

（3）爆品打造

打造爆品黑海盐泡泡面膜，天猫旗舰店冲月销 100万盒 +，破天猫美妆历史，获“抖音美容护

肤榜” 第 1名；打造小爆品印彩巴哈 insbaha彩妆粉底液。

（4）新品推出

推出烟酰胺美白精华、胶原蛋白线雕精华、深海保湿酵母原液、深海胶原·立体轮廓霜、极境

专效修护面膜等新品。

2、电商渠道快速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精细化运营各电商平台。

天猫：对品牌会员深度运营；携手“天猫全明星计划” ，开展全网营销，与粉丝们共同探索

“闪光” 之旅。

京东：与京东共创“一日一大牌” 活动；联动代言人粉丝，助力超级品牌日活动。

唯品会：匹配“亿飞冲天” 、“快抢” 等营销方式，精细化运营产品及人群。

分销渠道：区分各分销平台主推产品、品类、价位，店铺奖惩差异化。

社交渠道：分析社交人群喜好，抓住各平台的拉新节点，推广爆品品类和机会品类。

3、持续科研创新

报告期内，科研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

（1）全球合作：珀莱雅和西班牙 LIPOTRUE� S.L.� 公司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和法国 CODIF

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委托法国海藻研究机构 CEVA 研发化妆品功效成分；委托日本美研创

新株式会社开发洗护用品产品。

（2）作为“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 ，公司新获得 21 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同时新提交 11 项

发明专利申请、1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1项 PCT国际专利申请。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国家授

权发明专利 64项。

（3）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评定，公司被授牌为“中国轻工业化妆品功效研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公司牵头制定的《化妆品影响皮肤弹性测试方法》、《化妆品抗皱功效测试方法》2 项功

效测试团体标准，经浙江省保健品化妆品行业协会团体标准正式批准发布，并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4）公司通过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评定，荣获“中国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 称号；研发创新中

心荣获“中国香精香料化妆品行业优秀研发团队” 称号；公司高新项目《玉米醇溶蛋白制备萝卜

硫素皮克林抗污染微乳的技术研究》荣获“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三等奖” ；公司高新项

目 《巨藻发酵物中提取促生发成分的技术研究》被列为 “2019 年浙江省重点技术创新项目” ；

获得 8项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

4、供应链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将信息化技术与工业化生产深度融合，推广智能制造，数字化信息系统覆盖

研发、设计、采购、生产、物流等各环节，为公司爆款打造和销售增量提供了坚实保障。

（1）湖州生产基地将化妆品智能制造与 5G信息技术融合，降本增效，获得 2019年湖州市智

能工厂标杆和浙江省 5G智能工厂信息化创新项目奖。

（2）建设信息物流、智慧物流，实现物流信息在线监督，实时跟踪反馈，自定义期间数据分

析。公司物流部获中国物流行业金蚂蚁明星奖。

（3）不断扩充产能，升级生产制造保障，新购入全自动玻璃瓶清洗烘干线、全自动洗护类灌

装线、全自动水乳灌装线等。

5、人力资源推动

（1）组织方面：继续推动平台型组织搭建，顺应外部市场变化，以数据为依托，以产品端、品

牌端为起点变革，深入爆品策略、新营销的业务模式推进组织变革，使得组织更有活力、创造性；

（2）人才方面：人才选拔引进遵循年轻化、多元化、国际化的原则，同时加入新营销方面的人

才，积极配合公司从传统组织模式转向矩阵型、灵活组织，建立高标准选人，实践竞争育人的人才

机制；

（3）机制方面：继续推进多元化的激励机制，深入探索合伙人机制，业务模块超额激励、项目

奖励，充分赋能管理人员，调动各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2、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参见 2019 年年度报告之“第十一节 财务报告” 之“五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之

“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

5、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6、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本公司将杭州珀莱雅贸易有限公司、韩雅(湖州)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美丽谷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湖州创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乐清莱雅贸易有限公司、悦芙媞(杭州)化妆品有限公司等 28

家子公司纳入报告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情况详见本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在其

他主体中的权益” 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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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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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3月 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侯军呈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5人，实际出席董事 5 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楚修齐先生、陈彦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

在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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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24 亿元，同比增长 3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3.93亿元，同比增长 36.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6亿元，同

比增长 39.07%。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778,293,340.18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19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90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股本 201,269,560 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18,749,040.40 元（含税）。本年度公

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3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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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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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 2019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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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2019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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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募集资金

2019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1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

审〔2020〕1169号《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提议， 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审计机构的具体报

酬等具体事宜。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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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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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9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 2019 年度对董事薪酬考核及发放，均严格按照公司有关制度执行，确认薪酬发放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姓名 职务 薪酬（含税）

侯军呈 董事长 162.57

方玉友 董事 162.57

曹良国 董事 125.48

楚修齐 独立董事 9.52

陈 彦 独立董事 9.52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逐项表决了上述议案， 相关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9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公司 2019 年度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考核及发放，均严格按照公司有关制度执行，确认薪

酬发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姓名 职务 薪酬（含税）

金衍华 副总经理 60.58

王 莉 财务负责人 83.04

张叶峰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58.06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结构图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专业化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明确各部门与分公司的职责，公司拟对组织

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组织结构图如下：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专业化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明确各部门与分公司的职责，公司拟对组织

结构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组织结构图如下：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保证资

金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该额度可滚动使用。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有效。并提公司董事会请授权管理层行使决策权并签署合同等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

部负责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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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8）。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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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9）。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回避 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侯军呈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在确保规范运

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拟对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下属全资子公司 2020 年度总额不超过 14

亿元的债务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提请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效期及额度范

围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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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度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0）。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经与相关银行初步友好协商，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授信额度（包括银行贷款业

务，银行授信业务等），有效期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授信期限内，该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

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合理确定。

公司董事会提请授权管理层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

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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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2020年 4月 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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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22）。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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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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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3月 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娜娜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本

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现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公司 2019年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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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年

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客观公正。

（3）年报编制过程中，未发现本公司参与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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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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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

露的《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1.24亿元，同比增长 32.2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93亿元，同比增长 36.7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6亿元，同比

增长 39.07%。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778,293,340.18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19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90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

股本 201,269,560 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18,749,040.40 元（含税）。本年度公

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30.24%。

监事会认为：本利润分配方案客观反映公司 2019 年度实际经营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利润分配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监事

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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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4）。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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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19 年度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 2019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2020-01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

审〔2020〕1169号《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公司 2019年度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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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聘期

一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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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6）。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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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7）。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9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公司 2019 年度对监事的薪酬考核及发放，均严格按照公司有关制度执行，确认薪酬发放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

姓名 职务 薪酬（含税）

叶娜娜 监事会主席 22.04

方 琴 监事 22.34

侯露婷 职工代表监事 15.43

监事会逐项表决了上述议案，相关监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关决策程序，表决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系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并将遵

循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自愿、合理公允的基本原则，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19）。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 2020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事项履行了相关决

策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被担保人为公司或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经营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关于 2020 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0）。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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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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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9元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

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

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9年 12月 31 日，母公司期末可供分配利

润为人民币 778,293,340.18 元。经董事会决议，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9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上市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90 元（含税）。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股本 201,269,560 股，以此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18,749,040.40 元（含税）。本年

度公司现金分红数额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 30.24%。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等事项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

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3月 31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此次利润分配方

案，此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制订利润分配方案时进行了充分的论证，既保证了公司利润分

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上述利润分

配方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中关于现金分红

事项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在审议该利润分配方案时，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因此同意该次利润分配

方案。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利润分配方案客观反映公司 2019 年度实际经营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利润分配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监事

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

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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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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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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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上证公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现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珀莱雅” 或“公司”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78 号文核准，并经上交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

币 15.34元，共计募集资金 767,000,000.00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51,886,792.45元后的募集资金

为 715,113,207.55元，已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9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

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

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7,499,960.00 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697,613,

247.5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449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47,417.97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

续费等的净额为 1,035.50 万元；2019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4,405.64 万元，2019 年度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22.52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61,823.61 万元，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158.02万元。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产品中心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毕，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在考虑公司的战略规

划和市场情况后予以终止，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销户前剩余募

集资金账户金额 9,133.46万元已于 2019年 12月转出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转出剩余募集资金

9,133.46万元同应有余额 9,095.73万元相差 37.73万元系已无需支付首次公开发行时的上市费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无余额，募集资金专户均已销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

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

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吴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本公司 5个募集资金专户均已销户，销户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备 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吴

兴支行

1205230029888055818 2019年 12月 3日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

行

571907097910304 2019年 12月 4日销户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

行

20000032392800019278906 2019年 6月 21日销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76790188000805140 2019年 12月 16日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

行

15000090559246 2019年 12月 3日销户

合 计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2017 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产品中心建设项目” 和“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 效益因反映在公司整体经济效益中，故无法单独核算。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对现有厂房进行装修改造，引

进先进的自动化化妆品生产线及配套设备，对原有的半自动生产线进行替换，并对相应的仓储物

流进行更新改造。但随着设备生产商在技术、工艺方面的不断提升，以及公司多年来在化妆品制

造领域积累的经验及有利条件，本公司通过方案优化和改进，在设备选型及厂房改造和仓储物

流系统改造等方面的投入均有一定程度的节约，同时本公司现有产能所需的生产设备和人员结

构基本匹配，生产的产品品种和数量也基本满足市场需求，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

根据公司 2019 年 10 月 2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9 年 11 月 14 日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终止“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并将相关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上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度

编制单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761.3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4,405.6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886.8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1,823.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14%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

投入金额与

承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

到

预定可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1.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否 47,516.83 47,516.83 47,516.83 5,148.57 48,061.41 544.58[注 1] 101.15

2019年 5

月

[注 2] 是 否

2.产品中心建

设项目

否 16,793.42

11,198.02

[注 3]

11,198.02 7,473.52 11,198.02 100.00

2019年

11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3.湖州分公司

化妆品生产线

技术改造项目

是 5,451.07

2,564.18

[注 4]

2,564.18 1,783.55 2,564.18 100.00

2020年 2

月[注 4]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终止项目结余

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是 2,915.14 2,915.14 [注 4]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 计 69,761.32 61,279.03 61,279.03 17,320.78 64,738.75 544.58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提前终止，原因详见本报告“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之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 2017年 12月 12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

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自筹资金共计 21,735.57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以募集资金置换出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1,735.57 万元。其

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1,372.15 万元，产品中心建设项目 349.92 万元，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13.50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19年 10月 2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9年 11月 14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将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和

“产品中心建设项目” 结项，并将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和产品中心建设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59,

259.43万元，节余资金 6,218.32万元（含利息收入），其中产品中心建设项目节余 6,218.28万元，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节余 0.04万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上述节余募集资金 6,218.32 万元已转入普通资金账户，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2018年 10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资金管理，该

额度可滚动使用，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月内有效。

2018年度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滚动购买累计 4.7 亿元结构性存款，

至 2018 年年末结构性存款余额 8,000 万元，已于本报告期间如期赎回，取得理财收益 81.07 万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19年 10月 29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9年 11月 14日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同意终止“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并将上述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2,

564.18万元，剩余募集资金 2,886.89万元及利息 28.25万元，合计 2,915.14 万元已转入公司普通

资金账户，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注 1]：本期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全部完成投入，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承诺投入金额 544.58 万

元，是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等产生的利息收入一并投入该项目。

[注 2]： 根据公司 2017年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

书》，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完全建成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含税）146,090.47�万元，年新增利润

总额为 23,004.12�万元。2019年末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募集资金已完成全部投入， 2019 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不含税）较 2016年增加 150,014,63�万元，增加利润总额 28,076.67�万元，达到了预

计效益。

[注 3]：产品中心建设项目已完成建设，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与调

整后投资总额差异主要系募投项目节余资金，详见本报告对照表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之说

明。

[注 4]：经公司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湖州分公司化

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的实施完工时间延期至 2020年 2月 29日。 经公司 2019 年 10 月 29 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终止,并将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剩余资金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详见本报告对照表中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之说明。

[注 5]：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和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包括终止湖州分公司化妆品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将结余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2,915.14万元。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9年度

编制单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

累计投入金

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

(2)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

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

化

永久补充流

动

资金

湖州分公司

化妆品生产

线技术改造

项目

2,915.14 2,915.14 2,915.14 2,915.14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 2,915.14 2,915.14 2,915.14 2,915.14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项

目）

根据公司 2019年 10月 29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19 年 11 月 14 日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结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由于公司现有产能所需的生产设备和人员

结构基本匹配，公司生产的产品品种和数量也基本满足市场需求，保持较好的增长势

头。故终止“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并将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剩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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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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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事务所名称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2011年 7月 18日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是

执业资质

注册会计师法定业务、证券期货相关业务、H股企业审计业务、中央企业审计入围机构、金融相关审计业务、从事特

大型国有企业审计资格、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IT 审计业务、税务代理及咨询、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注册事务所、英国财务汇报局（FRC）注册事务所等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号 6楼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 胡少先 合伙人数量 204人

上年末从业人员类别及数量

注册会计师 1,606人

从业人员 5,603人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1,216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近一年变动情况 新注册 355人，转入 98人，转出 255人

3、业务规模

上年度业务收入 22亿元 上年末净资产 2.7亿元

上年度上市公司（含 A、B股）年报

审计情况

年报家数 403家

年报收费总额 4.6亿元

涉及主要行业

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

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

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教育，综合，采矿业等

资产均值 约 103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与职业保险状况 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累计已计提金额 1亿元以上

相关职业风险基金与职业保险能够承担正常法律环境下因审计失败导

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亿元以上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

要求的情形。近三年未受到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近三年受到行政监管措施 10次、自律监管措施

1次，具体如下：

序号 处理类型

处理决定文

号

处理决定名称 处理机关 处理日期 所涉项目

是否仍影

响目前执

业

1

自律监管

措施

股转系统发

〔2017〕77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采取自律监管措

施的决定

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

系统

2017年 2月 28日

杭州天元宠物股份有限

公司 2014-2015年度审

计报告

否

2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7〕53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相关人员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浙江监管局 2017年 8月 11日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报

否

3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7〕21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重庆分所采取出

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海南监管局 2017年 11月 3日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项目

否

4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8〕1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阮响华、陈洪涛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四川监管局 2018年 1月 8日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 2016年度审计报

告项目

否

5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8〕21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

会

2018年 2月 22日

湖南大康农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项目、上海成蹊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审计项目

否

6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8〕19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

广东监管局 2018年 5月 11日

中青朗顿（北京）教育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

否

7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9〕7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黄

志恒、章天赐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

福建监管局 2019年 3月 14日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5-2017年度财务报

表审计项目

否

8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9〕17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

浙江监管局 2019年 3月 15日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普天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秦安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云

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报审计项目

否

9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9〕75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金顺兴、李振华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广东监管局 2019年 9月 17日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年报审计项目

否

10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9〕138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及注册会计师陈

志维、李琼娇采取出具警示函

措施的决定

浙江监管局 2019年 12月 6日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7年年报审计项

目涉及会计差错部分

否

11

行政监管

措施

行政监管措

施决定书

〔2019〕119

号

关于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禤文欣、陈建成

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广东监管局 2019年 12月 20日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审计项目

否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执业资质 从业经历 兼职情况

是否从事过

证券服务业务

项目合伙人 尹志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7年至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相关工作

无 是

质量控制复核人 弋守川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0年至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相关工作

无 是

拟签字会计师

尹志彬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07年至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相关工作

无 是

王晓康 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1年至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相关工作

无 是

2、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自律监管措施 无 无 无

（三）审计收费

2019年度财务审计费用 90万元（含税），内控审计费用 20万元（含税），合计人民币 110 万

元（含税），2020年度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费用将根据审计工作量和市场

价格，届时由双方协商确定具体报酬。

审计收费定价原则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综合考虑参

与工作人员的经验、级别对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三、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

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对

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的过程中，严格遵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履行了必

要的审计程序，收集了适当、充分的审计证据，审计结论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续聘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严格遵循独立、客观、公

正的执业准则，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所作审计实事求是，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客

观、真实。为保持公司外部审计等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为公司提供 2019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

的过程中，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顺利完成年度审计任务，同意支付其 2019 年度财

务审计费用 90 万元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0 万元，并同意继续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3、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续聘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4、本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五、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第十一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续聘 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说明》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五）《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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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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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

的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 7月 5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

（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

及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 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

整。 (下转 B1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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