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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623

公司简称：华谊集团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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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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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按董事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当日总股本 2,105,296,76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60 元现金红利（含税），合计分配 547,377,158.38 元，
B 股股利折算成美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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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谊集团

600623

双钱股份、轮胎橡胶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谊 B 股

900909

双钱 B 股、轮胎 B 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证券事务代表

方广清

袁定华

上海市常德路 809 号

上海市常德路 809 号

021-23530152

021-23530152

fangguangqing@shhuayi.com

yuandinghua@shhuayi.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从事能源化工、绿色轮胎、先进材
料、精细化工和化工服务五大核心业务，并已基本形成“制造 + 服务”双核驱
动的业务发展模式，以及覆盖“基础化学品、精细化学品和先进材料、面向终
端客户产品”的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发展体系。其中，能源化工业务主要产品
包括甲醇、醋酸、醋酸乙酯、合成气等基础化学品和清洁能源产品，广泛应用
于医药、农业、建筑、纺织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是国内领先的洁净煤综合利
用公司；绿色轮胎业务主要产品包括载重胎、乘用胎等，产品广泛应用于卡车、
客车、乘用车以及采矿和农业车辆等领域，并为众多汽车制造厂提供原厂配套；
先进材料业务主要产品包括丙烯酸及酯、丙烯酸催化剂、高吸水性树脂等，产
品广泛应用于涂料、胶黏剂、合成橡胶、水处理以及卫生用品等领域；精细化
工业务主要产品包括工业涂料、颜料、油墨、日用化学品等，产品广泛应用于
家电、汽车、高铁、航空航天、海洋工程、建筑、医药、食品、化妆品等领域；
化工服务业务主要包括化工贸易、化工物流、化工投资、信息技术等，为化工
主业提供相应的配套物流、投资、信息化服务等。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化工行业总体延续向好态势，需求平稳，结构优化，利
润保持较快增长，全行业主营收入利润率刷新历史水平。同时，行业也面临新
的挑战，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贸易壁垒持续增加，推动全球经
济格局加快重组。从价格走势看，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化工产品价格震
荡幅度较大，特别是四季度以来化工行业价格指数回落，推动企业效益回落。
部分化工子行业包括轮胎等产品市场供需矛盾依然突出，需求持续疲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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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018 年

调整后

2016 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6,076,922,410.00 41,382,704,166.22 38,789,379,254.93

11.34 38,631,416,874.22 36,320,185,277.14

营业收入

44,239,691,127.53 43,561,817,764.11 43,553,292,863.03

1.56 41,960,302,502.07 41,772,344,42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1,807,098,675.61
1,676,041,985.94

567,836,048.05
-172,104,419.20

619,128,375.78
-172,104,419.20

218.24
不适用

18,065,696,394.26 16,619,033,668.13 16,635,395,427.52
2,953,431,720.54 3,627,001,881.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12,160,051.13

416,780,228.30

-29,174,642.37

-29,174,642.37

8.70 16,280,842,944.47 16,282,263,897.78

3,599,656,496.98 -18.57 3,217,522,043.06 3,110,224,793.61

0.85

0.27

0.29

218.24

0.19

0.20

0.85

0.27

0.29

218.24

0.19

0.20

3.45

增加
3.76 6.96 个
百分点

2.53

2.57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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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 月份）
（4-6 月份）
（7-9 月份）
（10-12 月份）
10,732,205,572.22 12,378,436,726.29 10,682,228,891.53 10,446,819,937.49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0,319,476.53

563,022,235.24

550,966,818.14

252,790,145.70

435,259,941.01

553,469,911.60

487,292,966.21

200,019,167.11

-1,563,006,586.97 1,315,427,426.98

330,321,844.69

2,870,689,035.8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购买控股股东上海华谊子公司华谊香港 51% 股权，本次收购属
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对前期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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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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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增 期末持股
减
数量

75,337
70,262
0
0

持有有 质押或冻
比例 限售条 结情况 股东
(%) 件的股 股份
性质
份数量 状态 数量

14,120,602 907,083,975 42.84

无

0 536,544,696 25.34

无

国有
法人
国有
法人

平安基金－平安银行－深圳平安大华
-21,174,226 34,786,342 1.64
未知
未知
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0 29,230,769 1.38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
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5,190,400 12,879,013 0.61
未知
未知
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上
海改革发展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发 -23,869,900 9,080,600 0.43
未知
未知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3,721,824 6,095,824 0.29
未知
未知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VANGUARD EMERGING
0 4,398,334 0.21
未知
未知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V A N G U A R D T O T A 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520,700 3,623,553 0.17
未知
未知
FUND
NORGES BANK
0 3,379,987 0.16
未知
未知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国盛集
团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构成一致行动
人。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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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甲醇产量 149.79 万吨，营业收入 222,981.90 万元；
醋酸产量 122.53 万吨，营业收入 438,233.17 万元，工业气体产量 100.76 万千
立方米，营业收入 110,105.24 万元，丙烯酸及酯产量 33.57 万吨，营业收入
179,272.11 万元；涂料及树脂产量 5.18 万吨，营业收入 102,694.91 万元；轮胎
产量 975.29 万条，营业收入 775,903.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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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 月 19 日公司九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临时公告编号：2019-013）。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
及通知等要求，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主要涉及财务报表格式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及
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一、财务报表格式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修订，公司将根据规定执行并相应变更会计政策。
具体变更内容：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合并列示为“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应收利息”和“应收股利”并入“其他应收款”列示；“应付
利息”和“应付股利”并入“其他应付款”列示；“固定资产清理”并入“固
定资产”列示；“工程物资”并入“在建工程”列示；“专项应付款”并入“长
期应付款”列示。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将原“管理费用”中的
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单独列示。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
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项目，公司根据规定执行并对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损益及净资产无影响。
二、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 年财政部陆续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要求在境内
上市的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公司根据财政部规定执行相关企业会
计准则并相应变更会计政策。
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分类变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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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金融
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
追溯调整，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公司将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公司对所持有的金融工具进行适当分类并确定
其会计计量方法，并自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报表
披露。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无需调整比较财务报表数据。执行上述
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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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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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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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钱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上海轮胎研究所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江苏）轮胎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上海供销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安徽）回力轮胎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上海东海轮胎有限公司
上海橡胶机械一厂有限公司
上海轮胎橡胶集团金桥轮胎厂
上海回力宾馆有限公司
中国北美轮胎联合销售公司
上海双钱轮胎销售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重庆）轮胎有限公司
华泰橡胶有限公司
双钱集团（新疆）昆仑轮胎有限公司
新疆昆仑工程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双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双钱轮胎集团上海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制皂（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白象天鹅电池有限公司
上海制皂厂
上海油墨厂
上海牡丹油墨有限公司
MoltechHoldingsCorporation
上海制皂有限公司
Moltechpowersystemsinc.
安徽华谊日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吴江淀山湖红顶度假村有限公司
安徽华谊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新能源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昆山宝盐气体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华元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精细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新光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市涂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一品颜料有限公司
上海试四赫维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化学试剂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华原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试四化学品有限公司
宜兴华谊着色科技有限公司
天同精细化工（南通）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涂料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树脂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回力鞋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合成树脂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塑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化学工业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检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树脂厂有限公司
上海天原集团胜德塑料有限公司
上海化工供销有限公司
上海焦化焦联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苏州天原物流有限公司
烟台天原胜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天原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福建华谊胜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华谊胜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华宇吸水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新材料化工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华谊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HUAYI FINANCE I LTD.
华谊集团（泰国）有限公司
华谊轮胎加拿大有限责任公司

附件：
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情况表
（合并范围）
担保单位

股票简称：华谊集团 华谊 B 股

被担保单位

上海华谊集团 双钱轮胎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 浙江华泓新材
股份有限公司 料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 华谊集团（泰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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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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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9 日发出通知，2019 年 4 月 19 日在万航渡路 540 号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6 人，实到董事 6 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训峰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经审议、逐项表决，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经营工作总结和 2019 年经营工作思路》。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情况报告》。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19-010）。
公司与关联方上海华谊（集团）公司、上海华谊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
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东明华谊玉皇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氯碱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轮胎橡胶（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华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谊天原化工物
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三爱思试剂有限公司、中共上海华谊（集团）公
司委员会党校、上海医药工业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装备工程有
限公司、上海三爱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华谊聚合物有限公
司、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常熟三爱富氟源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华谊
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太平洋化工 ( 集团 ) 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华谊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以及本议案所涉
及的其他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刘训峰先生、王霞女士、黄岱列先生均
回避表决。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3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根据证监发 (2005)120 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
为的通知》精神、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为进一步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有效规避担保风险，同时也考虑各子公司经
济运行的资金需求和便于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运作，根据公司的发展规划和经营
规模，结合各子公司的具体情况给予总额度为 13,635,386,000.00 元（美元金额
按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折算）担保，其中：给予控股
子公司及参股公司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提供总额度担保，
即在担保总额 9,635,386,000.00 元内有效，内容包括到期展期和新增借款、票
据贴现、国际贸易融资、或其他形式的流动资金融资，该额度可在各全资子公
司之间和各控股子公司之间调剂使用；给予票据质押池企业 2019 年 6 月 1 日
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期间提供总额度担保，即在担保总额 4,000,000,000.00 元
内有效，该额度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情况表详见附件）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2018 年年末经审计公司未分配利润 6,701,012,288.87 元，其中：1）2018 年年
初未分配利润 5,131,031,564.22 元；2）根据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
股东分配红利 211,743,091.30 元，在 2018 年内已兑现；3）2018 年度公司合并
报表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807,098,675.61 元，依法需提取法定公积
金 25,374,859.66 元。
公司按董事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当日总股本 2,105,296,763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60 元现金红利（含税），合计分配 547,377,158.38 元，
B 股股利折算成美元支付。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 2018 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19-011）。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的议案》。
2018 年度需核销的资产为 2 项，分别为：上海华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核销
2,600,768.67 元，其中应收账款 388,833.35 元、固定资产 829,818.08 元和存货
1,382,117.24 元；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核销固定资产 264,479.45 元。上
述资产损失合计 2,865,248.12 元，已计提减值准备 797,688.82 元。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控股子公司发行债券并为关联担保方提供反担
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关于境外控股子公司发行债券并为关联担保方提供反担保的公
告（临时公告编号：2019-012）。
关联董事刘训峰先生、王霞女士、黄岱列先生均回避表决。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3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搭建票据质押池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票据资产的使用效率，减少资金占用，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搭建合同期限为三年，总规模为人民币
40 亿元的票据质押池（有效期限内额度可循环使用）。票据质押池为公司和
经公司许可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下简称“入池企业”）提供商
业汇票质押融资服务，即在票据质押等组合担保下，与入池企业开展流动资金
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融资性保函、进口信用证和国内信用证等业务。入池
企业可采用票据最高额质押担保、保证金担保、抵押担保、保证及银行批复的
信用授信额度等单一或组合方式进行融资。并授权公司经营层行使票据质押池
具体操作的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具体的入池企业及其融资额度等；授权
控股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搭建公司票据质押池并进行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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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证券代码：600623 900909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19-013）。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双钱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增资并由其对双钱集团（重
庆）轮胎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双钱轮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钱公司”）按照公司
发展战略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发挥自主品牌优势，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双钱
公司下属双钱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钱重庆公司”）实行部分
品牌自主采购、生产和销售的经营模式，以扩大部分品牌的市场规模。随着双
钱公司和双钱重庆公司的发展，对资金总量有了新的需求。
公司根据双钱公司及其下属双钱重庆公司的未来发展及资金需求，对双钱公
司现金增资 3.5 亿元，增资完成后双钱公司的注册资本将增至 28.5 亿元，仍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并同意双钱公司对双钱重庆公司单方非同比例现金增资 3.5
亿元。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审议决策双钱重庆公司增资方案，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双钱重庆公司审计评估，并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相应调整增资后
的股权比例。
公司将尽快开展对双钱重庆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对双钱重庆公司增资进展
及时予以披露。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及续聘 2019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支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 年度的年报审计费用
543.90 万元（含税）人民币，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费用 199.90 万元（含
税）人民币；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年报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十九、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 0 票。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 2018 年内公司董监事和高管人员报酬总额及
确定 2019 年公司董监事和高管人员报酬总额的议案》。
2018 年内，公司董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领取的报酬总额为税前 973.3 万元，
该报酬总额包括在 2018 年内发生的 2017 年度的考核奖励和独立董事的津贴，
年度报酬均根据年终绩效考评结果发放。鉴于 2019 年需兑现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 2016-2018 年任期激励收入，结合公司 2018 年绩效考核和 2019 年的绩效目
标，2019 年公司董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确定为税前 1298 万元，其
中领取津贴的独立董事每位税前 15 万元。上述报酬总额包括在 2019 年内发生
的 2018 年度的考核奖励。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集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事宜详见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临时公告编号：2019014）。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 票，反对票数为 0 票，弃权票数为 0 票。
以上第二、三、六、七、八、九、十、十三、十八、二十项议题，以及公司
九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增资华谊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广西华谊新材料有限公司“75 万吨 / 年丙烯及下游深
加工项目”及投资主体增资的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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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226,114,800.00

2019.07.01— 二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200,000,000.00

2019.07.01— 二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93,000,000.00

2019.07.01— 二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28,000,000.00

2019.07.01— 二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27,870,000.00

2019.07.01— 二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400,000,000.00

2019.07.01— 二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250,000,000.00

2019.07.01— 二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USD350,000,000.00

2019.07.01— 二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人民币
3,660,984,800.00 美
元 350,000,000.00

小计
宜兴华谊一品
上海一品颜料
着色科技有限
有限公司
公司

17,885,200.00

小计

17,885,200.00

上市公司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
保合计

人民币
3,678,870,000.00 美
元 350,000,000.00
人民币
9,311,570,000.00 美
元 630,000,000.00

总计

证券代码：600623 900909

三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19.07.01—
二级子公司董事会、股东会、
2020.06.30
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股票简称：华谊集团 华谊 B 股

编号：2019-010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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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日常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公司生产经营未构成不
利影响或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也未构成对公司独立运行的影响，公司的主要
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预计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预计实施内容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
上海华谊集团融资租赁有
机器设备融资租赁业务
限公司
上海华谊环保科技有限公 环保改造项目、货物采购、运保
司
维修
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及 工程项目设计与建设改造、运保
其子公司
费、货物采购、房地产租赁
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 设备采购
上海华谊集团资产管理有 货物采购、房地产设备租赁、仓储、
资产处置代办
采购货物、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接受劳务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 货物采购、厂房及设备租赁
司及其子公司
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及
货物采购、房屋设备租赁
其子公司
上海华谊天原化工物流有
运输装卸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上海三爱思试剂有限公司 货物采购、房屋租赁
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有
房产租赁、物业管理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中共上海华谊（集团）公
培训
司委员会党校
小计

260,000.00
15,840.00
72,960.00
2,160.00
11,650.00
3,240.00
3,370.00
2,940.00
990.00
280.00
220.00
379,650.00

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维、销售货
物、股权托管服务、检验检测及
服务费
上海华谊集团融资租赁有 机器设备融资租赁业务、信息化
限公司
系统建设和运维、销售货物
东明华谊玉皇新材料有限 销售货物、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
公司
维、运保及工程监理等服务费
销售货物、房地产租赁、 信息化
上海华谊集团资产管理有
系统建设和运维、运保及检维修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等服务
上海华谊环保科技有限公 销售货物、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
司
维
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有
销售货物、房产设备租赁
限公司
上海三爱富新材料科技有 房地产租赁、信息化系统建设和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运维、销售货物、检维修
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 销售货物、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
司及其子公司
维、检验检测及工程监理等服务
销售货物、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
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及
维、房产设备租赁及企业管理服
其子公司
务
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及 销售货物、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
维、检验检测、企业管理服务
销售货物、 其子公司
提供劳务 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 销售货物、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
司
维、工程监理等服务
上海医药工业有限公司及 销售货物、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
其子公司
维、装饰装修
上海华谊天原化工物流有 销售货物、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
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维、检验检测及工程监理等服务
上海华谊集团房地产有限 销售货物、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
公司及其子公司
维、装饰装修
上海华谊聚合物有限公司 资产托管服务
上海太平洋化工 ( 集团 )
技术服务费
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维、销售货
物
常熟三爱富氟源新材料有 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维、销售货
限公司
物、检验检测
上海华谊集团装备工程有
装饰装修、销售货物
限公司
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维、销售货
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
物
中共上海华谊（集团）公
装饰装修
司委员会党校
上海闵行华谊小额贷款股
信息化系统建设和运维
份有限公司

上海三爱思试剂有限公司

小计

2019 年预计
交易额（万
元）
6,000.00

5,010.00
250,140.00
9,000.00
2018 年
11,680.00 度日常
关联交
易事项
9,030.00 于 2018
年度报
3,850.00 告中披
露
2,960.00
2,290.00
1,710.00
1,590.00
1,570.00
690.00
290.00
130.00
120.00
90.00
50.00
40.00
30.00
30.00
30.00
5.00
300,335.00

http://www.hkcd.com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拆入资金

资金拆借 上海华谊集团融资租赁有 拆入资金
限公司
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 拆入资金
小计
上海华谊
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
公司发生
的日常关
联交易
小计
合计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及
吸收存款
其他关联方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及
授信项下业务
其他关联方

200,000.00
100,000.00
5,800.00 2018 年
度日常
305,800.00 关联交
易事项
1,300,000.00 于 2018
年度报
告中披
700,000.00 露
2,000,000.00
2,985,785.00

1. 基本情况
（1）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法人代表：刘训峰；注册资本：人民币 328,108.00 万元；住所：上海市化学
工业区联合路 100 号；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 , 实业投资 ,
化工产品及设备的制造和销售 , 医药产品的投资 , 从事化工医药装备工程安装、
维修及承包服务 , 承包境外化工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设备、材料的出口 ,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 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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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本公司 42.84% 的股份。
（2）上海华谊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常达光；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住所：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 1271-1289 号 ( 单）15 楼 1501-1507 室；经营范围：
融资租赁业务 ; 租赁业务 ; 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 ; 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 ;
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 ; 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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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51%。
（3）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沈国平；注册资本：人民币 16,200.00 万元；住所：上海市闵行
区澄江路 788 号；经营范围：化工行业工程设计 , 工程总承包 , 工程设备、材
料销售 , 工程咨询 , 建筑行业工程设计 ,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 , 科技咨询服务 , 编
制和开发工艺软件包及其相关的工艺流程程序 , 承包境外化工行业工程和境内
国际招标工程 , 承包上述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 , 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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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100%。
（4）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褚小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 万元；住所：浦东新区浦东
北路 2031 号；经营范围：丙烯酸、丙烯酸甲酯、丙烯酸乙酯、丙烯酸丁酯、
丙烯酸辛酯、2- 乙基已酯及丙烯酸酯系列产品及深加工产品、化工原料、辅料、
化工催化剂、助剂的加工制造及其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 , 化工机械常压设备制造、安装及配件产品的技术服务、开发、咨询、
转让 , 劳务 , 冷冻服务 , 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 , 经营按上海市外经贸委核准的
进出口业务 , 经营本企业进料加工及“三来一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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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90%。
（5）上海华谊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曹金荣；注册资本：人民币 5,964.00 万元；住所：上海市虹口区
武进路 440 号一层；经营范围：资产管理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市场营销策
划 , 物业管理 , 自有房屋租赁 , 会务服务 , 机动车驾驶服务 , 票务代理 , 商务咨
询 , 通信设备领域内的技术服务 ; 化工产品批发 (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 ), 销售机电设备 , 橡塑制品 , 包装材
料 , 日用百货 , 建筑装潢材料 , 家用电器 , 化妆品 , 工艺礼品 , 服装服饰 , 箱包 ,
皮革制品 , 花卉苗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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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100%。
（6）东明华谊玉皇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罗明陨；注册资本：人民币 24,013 万元；住所：山东省菏泽市
东明县化工园区纬五路北经三路东；经营范围：生产及销售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 甲基丙烯酸 (MAA) 等产品 , 以及生产所需原料的进口和产品销售出口
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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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51%。
（7）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伟民；注册资本：人民币 115,639.9976 万元；住所：上海市化
学工业区神工路 200 号；经营范围：烧碱、氯、氢、氟和聚氯乙烯系列化工原
料及加工产品；化工机械设备、生产用化学品、原辅材料、包装材料、储罐租
赁及仓储。销售自产产品，及以上产品同类的商品的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进出口，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
危险化学品及专项规定管理商品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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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
公司持股 46.59%、流通 A 股：18.25%、流通 B 股：35.16%。
（8）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锦淮；注册资本：人民币 122,510.2121 万元；住所：上海市闵
行区龙吴路 4600 号；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 ( 详见许可证 ) 的生产、销售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加工、维修、销售 , 电气
设备安装、维修、销售 ( 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及专控 ), 建材的销售 ,
上述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 日用百货的销售 ,
住宿 ( 限分支机构经营 ), 自有厂房租赁 , 机械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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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94.86%。
（9）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虞斌；注册资本：人民币 13102.2000 万元；住所：上海市奉贤区
科工路 789 号；经营范围：轮胎、橡胶原料及制品、金属材料、电器机械及器
材、建筑材料、装潢材料、五金交电、仪器仪表、针纺织品、电子计算机及配
件、普通机械、服装及服饰用品销售 , 废旧轮胎翻新处理 , 自有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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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
公司持股 100%。
（10）上海华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红；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 万元；住所：上海市徐汇区华
泾路 1305 弄 10 号 C 区 1 楼 105 室；经营范围：环保专业领域内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 环保工程专业设计与施工 , 环保设备及配件的
研发、销售、安装、维护 ( 除特种设备 ), 企业管理 , 河湖整治建设工程专业施工 ,
化工产品及原料 ( 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 ) 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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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60.00%。
（11）上海华谊天原化工物流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金健；注册资本：人民币 26,382.4398 万元；住所：上海市金山
区漕泾镇合展路 155 号；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 ( 详见许可证 ), 包装服务 ,
仓储服务 , 装卸服务 , 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 陆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 航空国
际货物运输代理 , 会展服务 , 展览展示服务 , 会务服务 , 机械设备维修 , 集装箱
清洗维修 , 自有设备、自有房屋租赁 ( 除金融租赁 ), 化工产品 ( 除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危险化学品 ) 销售 , 危险化学品批
发 ( 详见许可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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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3.36%、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16.64%、上海化学工业区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49.41%、上海化学工业
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0.59%。
（12）上海三爱思试剂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董怡平；注册资本：人民币 650.00 万元；住所：杨浦区军工路 2588 号；
经营范围：化学试剂 , 精细化工 , 化工原料 , 包装材料生产 ; 化工科技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危险化学品批发 ( 凭许可证经营 ,
不带存储设施 , 上述经营场所内不得存放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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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100%。
（13）上海三爱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徐忠伟；注册资本：人民币 220000.0000 万元；住所：上海市黄
浦区徐家汇路 560 号 1301 室；经营范围：有机氟材料及其制品、化工产品 ( 除
危险化学品 ) 及设备的销售 , 从事新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转让、技术开发 ,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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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100%。
（14）上海华谊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孙喆浩；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0.00 万元；住所：上海市奉贤区
苍工路 1188 号；经营范围：化工机械产品及成套装置设计、制造、安装 , 特种
设备设计、生产、安装 , 仪器仪表、特种工程车辆、化工机械产品用原材料、
配件、钢结构件、变压器批发、零售 , 机械设备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 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 普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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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
公司持股 100%。
（15）上海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唐勇；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000 万元；住所：上海市九江路
89 号；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医疗器械、日用百货、日用
化学品（除危险品）、化妆品的销售，危险化学品批发（不带储存设施详见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药品零售，药品批发 ，食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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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100%。
（16）上海华谊聚合物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何扣宝；注册资本：人民币 16,422.00 万元；住所：上海市化学
工业区目华路 201 号 706 室；经营范围：生产本体聚合 ABS 树脂 , 销售自产产
品 , 化工产品领域的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 ,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自有
设备租赁 , 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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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100%。
（17）常熟三爱富氟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沈颖浩；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 万元；住所：常熟市海虞
镇昌虞路 3 号；经营范围：四氟乙烯、六氟丙烯、盐酸、有机氟材料及其制品（非
危化品）、化工产品（非危化品）的生产，及上述产品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分析测试；仪表、机械设备的销售及维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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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
股 100%。
（18）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陈大胜；注册资本：人民币 368761.0000 万元；住所：钦州市钦
州港招商大厦四楼；经营范围：甲醇、乙二醇、醋酸、乙烯、丙烯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 合成气、一氧化碳、氢气、氮气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或限制的除外 ); 机械设备及钢材的租赁和销售。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100%。
（19）上海华谊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王锦淮；注册资本：人民币 58918.0000 万元；住所：浦东新区杨
新路 61 号 2209-2211 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 室
内装潢 , 建筑材料、装潢材料、小五金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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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100%。
（20）上海太平洋化工 ( 集团 ) 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章觉刚；注册资本：人民币 8329.0000 万元；住所：淮安市淮阴
区赵集镇；经营范围：芒硝、元明粉加工、销售 , 工业盐、化工产品及原料、
硝水 (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 搬运装卸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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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持股 51%。
（21）上海闵行华谊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李宁；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剑
川路 951 号 4 幢 406 室 -408 室；经营范围：发放贷款及相关的咨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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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谊（集团）
公司持股 20%、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0%、上海华谊集团投资有限
公司 10%、上海化工供销有限公司持股 10%、上海天原集团胜德塑料有限公司
持股 4%。
（22）中共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委员会党校
法人代表：黄岱列；开办资金：人民币 232.00 万元；住所：上海市漕溪路 165 号；
宗旨和业务范围：培养化工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及后备人员、业务干部，并为提
高业务素质服务。举办单位上海华谊（集团）公司。
2. 关联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系公司的控股股东；上海华谊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华
谊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轮胎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三爱思试剂
有限公司、上海三爱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装备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华谊聚合物有限公司、常熟三爱富氟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广西华谊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上海华谊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上
海华谊集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华谊丙烯酸有限公司、东明华谊玉皇新材
料有限公司、上海氯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吴泾化工有限公司、上海华谊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太平洋化工 ( 集团 ) 淮安元明粉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
股东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华谊天原化工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华谊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的子公司；中共
上海华谊（集团）公司委员会党校系公司控股股东举办的事业单位。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认为上述关联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
常交易中均能履行合同约定，不会对公司形成坏账损失。
( 下接 A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