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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本着对公司股东负责的精神，认真执行
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忠实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公司运
作。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2019 年度工作总结；二、
公司发展规划及 2020 年度工作安排。请各位董事审议。
一、2019 年度工作总结
（一）报告期内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8,025.38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98%；营
业利润 16,728.7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2.52%；利润总额 16,671.40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 36.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26.35 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 37.53%；基本每股收益 0.5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5.71%。
（二）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情况
1.研发投入
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顺酐酸酐衍生物等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为取得技术领先的市场地位，公司持续进行大力的研发投入，并取得了
一定的研发成果。公司充分利用好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有机小分子发光材
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平台，加强与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郑
州轻工业大学、郑州大学等科研院所、高校的产学研合作，继续加大研发资金投
入，加快新品开发步伐，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先后研发了氢化甲基纳迪克
酸酐、硼酸类中间体、芴类衍生物、膦类衍生物、咔唑类衍生物光电材料等产品
的工艺技术，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目前，公司已获得授权专利 41 项（30 项发明
专利，11 项实用新型专利）。公司先后获得“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
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河南省创新龙头企业”等称号，拥有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
一等奖一项、三等奖两项，河南省专利奖一等奖一项，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科技
成果一等奖四项。2018 年 11 月公司获得国家绿色工厂荣誉称号，专利“5-降冰片
烯-2，3-二甲酸酐生产方法”获得第 20 届中国专利优秀奖。 2019 年 5 月获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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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科学院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一项，2019 年 10 月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发明奖
一项。
2．管理体系
1）生产管理：坚持推行 ISO9001、ISO14000、ISO18000、5S 现场管理等管
理体系，并以二方审核、三方审核为契机，通过审核要求，带动公司规范管理工
作的推进，不断提升企业管理水平，使体系管理融入日常工作。公司制定了年度
安全环保目标计划，层层签订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全面实施 5S 现场管理，
严格监督检查。
2）能源管理：公司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建立规范的能源管理体系，
有助于公司能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降低公司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公司经济效
益的增长。报告期内通过年度监督审核。
3）知识产权管理：公司通过 GB/T29490-2013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报告期内通过年度监督审核。
4）两化融合：报告期内取得了 GB/T23001-2017《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
体系 要求》的贯标相关认证。
5）CNAS：报告期内公司检测中心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认可。
6）SPC 系统：公司应用 SPC 系统，对于异常情况作出及时的响应并加以预
防，能更好的指导和控制公司的产品质量。
3.资本市场方面
1）收购：山东清洋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位于山东省菏泽市，主
要产品有甲基四氢苯酐、甲基六氢苯酐、碳五混合物、甲四聚合物等。在公司主
营业务产品顺酐酸酐衍生物方面，山东清洋具有年产 10000 吨甲基四氢苯酐和
5000 吨甲基六氢苯酐的产能，并且拥有相关发明专利。公司通过此次收购扩大
产能，将进一步增加公司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能力，延伸中、高档产品线，满足
市场持续增长和客户多样化需求，有助于公司凭借更优的产品性能和较强的成本
控制能力争取客户与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巩固行业龙头地位。
2）股权激励：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
人才，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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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及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
益和经营者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长远发展，公司实施了
2017 年股权激励计划。2019 年 11 月 1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关于首次授予的
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锁的解锁条件（除解除限售期限）已成就，并根据 2017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相关授权，办理首次授予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宜。
4.内控制度建设方面：公司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按照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订了相关内审工作计划。并
通过定期的审核实施，将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进行
有效沟通，保证了公司经营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完整、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
的真实准确，提高了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
（三）公司董事会日常工作情况
2019 年公司共召开九次董事会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时间：2019 年 1 月 18 日
会议审议通过：
（1）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法
规规定条件的议案》
（2）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
案的议案》
：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1 交易对方
1.2 标的资产预估作价
1.3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1.4 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1.5 发行数量
1.6 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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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1.8 滚存利润安排
1.9 决议的有效期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1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
2.2 发行价格
2.3 发行数量
2.4 锁定期安排
2.5 募集资金用途
2.6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本次配套融资的关系
2.7 决议的有效期
（3）《关于<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或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协
议>的议案》
（5）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6）《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7）《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的议案》
（8）《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
定的议案》
（9）
《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
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10）《关于本次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
效性说明的议案》
（11）《关于聘请本次重组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的议案》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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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于暂不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2.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1 日
会议审议通过：
（1）《关于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8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关于公司<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7）《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8）《关于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1）《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2）《关于提取 1000 吨电子化学品项目铺底流动资金的议案》
（13）《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4）《关于召开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3.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24 日
会议审议通过：
（1）《关于公司<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4.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时间：2019 年 4 月 30 日
会议审议通过：
（1）《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2）
《签署<发行股份及/或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意向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3）《关于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5.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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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14 日
会议审议通过：
（1）《关于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4）《关于重新论证部分募投资金项目的议案》
6.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26 日
会议审议通过：
（1）《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7.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时间：2019 年 10 月 24 日
会议审议通过：
（1）《关于公司<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8.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会议时间：2019 年 11 月 1 日
会议审议通过：
（1）《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9.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会议时间：2019 年 12 月 11 日
会议审议通过：
（1）《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2）《关于使用现金收购山东清洋新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3）《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四）董事会对股东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共召开了 2 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
《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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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
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组织实施股东大会交办的各项工作。
（五）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在报告期内履职情况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要求，认真履行了监督、检查职责。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情况、内外审计机构的工作情况等事项进行审议，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配合
审计工作。
2.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积极开展相关工作，结合行业发展态势和
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向董事会提出公司中长期战略规划的合理建议。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严格按照《公司章程》
《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秉着勤勉尽职的态度履行职责，在公司董事会、高级
管理人员的选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履职情况
2019 年度，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按照《公司章程》
《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要求，积极履行职责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促进公司在规范
运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在薪酬考核方面的科学性。并根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职责制定薪酬方案，监督公司薪酬制度的执行情况。
二、2020 年度董事会的主要工作安排
1.进一步推进公司治理建设
董事会将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规定和《公
司章程》精神，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以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
则，勤勉尽职，强化董事的义务和责任，提高董事会的战略决策能力、风险与内
部控制能力，为股东、员工、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进一步完善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的各项制度建设，提高公司的法人治理水平。
2.公司将加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积极组织参加相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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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培训及规章制度的学习，提高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的自律意识和工作的
规范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高效性，不断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公司健康稳
定持续发展。
3.切实做好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自觉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切实提升公司规范运作的透明度。
4.加强产业政策研究，通过公司项目的建设及外延式的并购等多种手段加快
资源整合、加强业务协作，实现内生增长及外延增长的双轮驱动，打造新的利润
增长点，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动能。此外，通过业绩的持续提升，稳定公司
发展信心，加强投资者保护，并通过持续利润分配等形式回馈广大投资者。
2019 年，董事会根据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规划要求，制定了相对应的工作
思路及重点工作计划，抓住行业发展机遇，不断增强公司的综合实力，完成各项
工作目标，促进公司健康、快速的发展。各位董事勤勉尽职，为公司科学决策和
规范运作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向各位董事表示衷心的感谢！

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