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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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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颁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 编制了本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募集的资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情况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935 号）核准，公司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2.25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45,000,000.00 元， 扣除承
销、保荐费用人民币 48,952,830.19 元，余额为人民币 596,047,169.81 元，由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 上述募集
资金人民币 596,047,169.81 元，扣除本公司自行支付的审计费、律师费、验资费、信息
披露费和发行手续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9,344,669.81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586,702,5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出具 XYZH/2018JNA40251 号《验资报告》。

（二）前次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 保荐费用后的余额人民币 596,047,169.81 元由主

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汇入本公司如下募集资金账户：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日期 初始存放金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黄岛支行 3803028438000000696 2018年 11月 23日 311,590,7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黄岛支行 37150199780609899999 2018年 11月 23日 148,759,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西海岸新区分行 222136548893 2018年 11月 23日 135,697,469.81

合计 596,047,169.81

注：上述募集资金金额中包含审计费、律师费、验资费、信息披露费和发行手续
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9,344,669.81 元。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利息及现金管理
净收益（扣除银行

手续费）
合计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
黄岛支行

3803028438000000696 93,800,020.44 3,974,258.63 97,774,279.07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
黄岛支行

37150199780609899999 16,190,499.17 1,905,454.12 18,095,953.29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西海
岸新区分行

222136548893 53,127,550.00 2,015,778.20 55,143,328.20

合计 163,118,069.61 7,895,490.95 171,013,560.56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58,670.2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2,358.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4,875.9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25.36%

2018年度： 7,632.86

2019年 1-12月： 34,725.58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投资项目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或
截止日
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
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年产 50
万 台 冷
链 终 端
设 备 项
目

年 产 50 万
台冷链终端
设备项目

31,159.0
7

31,159.0
7

21,779.0
7

31,159.0
7

31,159.0
7

21,779.0
7 -9,380.00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

年产 10
万 台 超
低 温 冷
链 设 备
项目

商用立式冷
藏展示柜扩
大生产项目

14,875.9
0

14,875.9
0

13,256.8
5

14,875.9
0

14,875.9
0

13,256.8
5 -1,619.05

2020
年 12
月 31
日

3

冷 链 设
备 研 发
中 心 建
设项目

冷链设备研
发中心建设
项目

5,364.28 5,364.28 51.53 5,364.28 5,364.28 51.53 -5,312.75

2020
年 12
月 31
日

4 补 充 流
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
金 7,271.00 7,271.00 7,271.00 7,271.00 7,271.00 7,271.00 0.00 不适用

合计 58,670.2
5

58,670.2
5

42,358.4
4

58,670.2
5

58,670.2
5

42,358.4
4

-
16,311.81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237,784,887.40 元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出具《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情况的鉴证报告》（XYZH/2019JNA40001）。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
1、“年产 10 万台超低温冷链设备项目”变更为“商用立式冷藏展示柜扩大生产

项目”
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并经 2019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将“年产 10 万台超低温冷链

设备项目”变更为“商用立式冷藏展示柜扩大生产项目”。 变更原因为：
原项目主要规划生产超低温冷柜、冷链物流配送箱、社区生鲜自提柜等产品，

应用于高档餐饮、高端家庭、医用行业、生鲜电商行业等，主要用于拓展丰富公司产
品类型，抢占新兴市场，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2015 年规划原项目后，市场环境发
生了较大变化，原项目整体的市场规模低于预期，投资回报期变长，若继续按计划
投资原项目将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目标。从审慎投资角度出发，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公司拟缩小原项目投资规模，调整原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商用立
式冷藏展示柜扩大生产项目，原项目已投入的厂房和设备等在新项目中继续使用。

原项目投资总额 14,875.90 万元，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4,875.90 万元，新项目投
资总额 22,734 万元，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14,875.90 万元，变更募投项目相应的资金
缺口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上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9）

2、变更“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资规模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冷
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扩大项目投资规模。 冷链设备研发中心拟由 4 层改为
7 层，建筑面积由 4,199 平方米变为 13,500 平方米；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
新增新品陈列及文化展示功能，并增加实验室、研发设备、检测设备、物联网设备方
面的投入，拓展研发项目和信息化建设项目。 变更原因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募投项目， 主要为了满足当
时对研发场地和研发能力的迫切需求。 公司上市后，研发投入不断增加，企业和产
品形象不断提升，对冷链设备研发中心的技术研发能力、实验和检测设备配置、信
息化建设、新品陈列、企业形象展示的要求均大幅提高，因此有必要增加冷链设备
研发中心的研发设备投入和功能拓展项目， 以满足公司日益增长的研发和展示需
求。

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投资总额 5,364.28 万元，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5,364.28 万元， 变更后项目投资总额为 11,743.00 万元，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5,364.28 万元，由此增加的投资资金缺口由公司以自有资金解决。

上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6 日披露的《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5）

（三）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之差异
单位：人民币万元

投资项目 承诺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
投资金额 差额 差异原因

年产 50万台冷链终端设备项目 31,159.07 21,779.07 -9,380.00 项目尚在建设中

商用立式冷藏展示柜扩大生产项目 14,875.90 13,256.85 -1,619.05 项目尚在建设中

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364.28 51.53 -5,312.75 项目尚在建设中

补充流动资金 7,271.00 7,271.00 0.00 -

合计 58,670.25 42,358.44 -16,311.81 -

（四）闲置募集资金临时用于其他用途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经
2018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在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前提下对不超过人民币 3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理
财产品或存款类产品。 自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公
司可根据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
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由相关部门具体实施。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存款类
产品余额已全部赎回。

（五）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净额 58,670.25 万元，累计投入募

投项目资金 42,358.44 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17,101.36 万元（含利息及现金管理
净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 789.55 万元），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占前次募集资金净
额的比例为 29.15%，尚未使用的原因为年产 50 万台冷链终端设备项目、商用立式
冷藏展示柜扩大生产项目以及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尚在建设中， 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将继续用于募投项目建设。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序号 项目名称 2017年

度 2018年度 2019年 1-
12月

1 年产 50 万台冷链
终端设备项目 不适用 10,771.07 不适用 3,340.77 7,092.44 10，433.21 不适用

2 商用立式冷藏展示
柜扩大生产项目 不适用 4,361.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冷链设备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募投项目“年产 50 万台冷链终端设备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由于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因此“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列为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募投项目尚未完全
达产，尽管已产生效益，但承诺效益为项目完全建成并达产情况下的效益值，因此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列为不适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投项目“商用立式冷藏展示柜扩大生产项目”尚在

建设中，尚未实现效益。
募投项目“冷链设备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旨在满足公司对研发场地和研发能力

的需求，提升企业和产品形象，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补充流动资金”旨在满足公
司对日常经营资金的需求，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四、认购股份资产的运行情况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中有关内容比较
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

关内容一致。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187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0-010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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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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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

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 元（含税），同
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4 股。

该预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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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容冷链 60318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定勇 郭青

办公地址 青岛市黄岛区隐珠山路 1817号 青岛市黄岛区隐珠山路 1817号

电话 0532-58762750 0532-58762750

电子信箱 dm@chinahiron.com dm@chinahiron.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主营业务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商用冷链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坚持以专

业化、差异化和定制化为核心发展战略。 公司以商用冷冻展示柜、商用冷藏展示柜、
商超展示柜及商用智能售货柜为核心产品， 主要采用面向企业客户的销售模式，为
客户在销售终端进行低温储存、商品展示和企业形象展示等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及
专业化服务；同时，公司为其他制冷产品供应商提供 ODM 服务。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采购的原材料主要为压缩机、玻璃门体、钢材、异氰酸酯、组合聚醚等，一般

会根据市场行情以及库存情况提前采购，部分采购周期较长的零部件（如进口压缩
机）会提前备货，其他定制性较强的零部件或辅助原材料按照销售订单需求进行采
购。 为保持主要原材料供应渠道的稳定、保证原材料供应质量，公司建立了合格供应
商制度，即由采购部根据供应商产品质量、供货能力、生产管理体系、产品价格、售后
服务等要素对供应商进行评定，确定合格供应商名单。 采购部对所有合格供应商进
行日常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确定其是否进入下一年度的合格供应商名单。

2、生产模式
通过长期实践摸索，公司建立了柔性化生产管理体系，可以为客户提供专业化、

差异化和定制化的产品。 该生产管理体系既可以保障订单量较大的单一型号产品的
批量化生产，又可以保障单条生产线上多类产品的“混合式”生产，实现了小批量、多
批次、多型号并线生产。 该生产管理体系灵活机动，可以快速响应客户的定制化需
求，同时实现了公司产品在多样化、差异化的前提下生产效率的提升。

3、销售和服务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面向企业客户的直销模式，通过国内外销售网络销售“海容”品牌

的产品。 公司较少部分业务采用“经销”、“零售”销售模式，同时部分业务通过 ODM
形式开展。

（三）行业情况
1、所处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从事的商用冷

链设备业务属于 C34 通用设备制造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公司主营业务属于
C3464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业。

公司的主要产品商用展示柜属于冷链物流设备中的终端设备， 广泛应用于冷
饮、速冻食品、饮料、乳制品等快速消费品行业和流通行业，由下游客户投放到大型
商业超市、连锁便利店、机场、火车站、小卖铺、报刊亭、住宅小区、写字楼等场所。 与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冷链物流发展相对较晚，但随着我国城镇化建设、
人们对食品安全要求的提高及消费升级，以及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食品冷链物流
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冷链物流设备行业有望协同冷链物流行业而快速发展。

2、周期波动特征
公司商用冷冻展示柜的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冷饮行业和速冻食品行业， 且以

冷饮行业为主。冷饮的终端消费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因此客户采购并投放商用冷冻
展示柜也呈现一定的季节性。 通常每年的上半年和年底为公司商用冷冻展示柜的
产销旺季，7-10 月份进入销售和生产的淡季。

公司商用冷藏展示柜的下游客户主要集中在饮料行业（包括水饮料、功能性饮
料、碳酸饮料、茶饮料等）、乳制品行业及啤酒行业，且以饮料行业为主。饮料的消费
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因此客户采购并投放商用冷藏展示柜也呈现一定季节性。 商用
冷藏展示柜的季节性特征与商用冷冻展示柜基本一致。

公司商超展示柜的主要客户是大型商业超市、社区超市、连锁便利店等，用于
放置奶制品、饮料、蔬菜、冷鲜食品、速冻食品等。 大型商业超市、社区超市、连锁便
利店通常根据开设进度采购商超展示柜， 因此客户采购并投放商超展示柜不具有
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公司商用智能售货柜的下游客户主要是饮料、乳制品、食品等行业的运营商和
品牌商，应用于住宅小区、写字楼、地铁、机场、火车站、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场所。 客
户根据客流量、消费能力、消费理念等因素投放商用智能售货柜，因此商用智能售
货柜的采购和投放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3、行业地位
自成立以来，公司坚持在商用冷冻展示柜领域精耕细作，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

逐年提高，特别是在冷饮行业的市场占有率较高，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在商用冷藏
展示柜领域，公司在北美高端饮料行业具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在国内市场，公司
的早期客户主要集中于乳制品行业，目前已经拓展至饮料行业，并树立了一定的品
牌知名度。 在商超展示柜领域，公司逐步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和市场开拓，与国内外
知名的商业超市、社区超市和连锁品牌便利店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在商用智能售
货柜领域，公司陆续开发了具备静态识别、动态识别、动态和静态结合识别、RFID
芯片识别、重力传感、预约自提、自动贩卖等技术的商用智能售货柜，产品已初步投
放市场，未来公司将进一步把握行业趋势，以品牌商客户为重点，兼顾新零售业态
下的运营商客户，不断深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商的合作，进一步加大产品研发和
市场开拓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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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0,129,547.69 1,896,251,098.67 18.13 1,088,740,429.84
营业收入 1,535,632,694.79 1,211,767,653.76 26.73 964,949,53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18,836,696.43 139,297,780.17 57.10 118,937,51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03,457,550.21 138,403,774.40 47.00 112,221,93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63,500,845.52 1,293,263,491.54 13.16 567,263,21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2,200,685.60 137,542,889.53 39.74 226,557,166.4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95 1.61 21.12 1.4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95 1.61 21.12 1.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5.96 20.31 减少 4.35个

百分点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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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344,383.70 466,389,840.14 285,413,265.31 385,485,205.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9,418,751.40 95,815,832.83 34,436,695.84 39,165,41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9,682,227.31 93,225,763.15 35,431,501.25 25,118,05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365,916.77 31,593,274.43 194,282,640.54 -14,309,3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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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6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30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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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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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伟 7,997,800 27,992,300 24.7282 27,992,300 无 境内自然人

博信优选（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18,000 7,793,000 6.8843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春瑞 1,407,600 4,926,600 4.3521 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定勇 1,279,650 4,478,775 3.95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存江 1,279,650 4,478,775 3.95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马洪奎 1,279,650 4,478,775 3.95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赵琦 1,271,650 4,450,775 3.9318 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彦荣 742,200 2,597,700 2.2948 0 无 境内自然人

林伯春 703,800 2,463,300 2.1761 0 无 境内自然人

袁鹏 351,900 1,231,650 1.0880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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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3,563.27 万元，同比增长 26.73%，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1,883.67 万元，同比增长 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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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财政部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
8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 号）；于 2017 年 5 月 2 日
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上述准则以下统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相关会计准则，并按照有关衔
接规定进行处理。

2、根据财政部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公司
已按相关要求执行上述规定。公司根据上述准则及通知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详
细内容请参见财务报表附注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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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包括青岛金汇容工贸有限公司、

广东海容冷链科技有限公司、海容（香港）实业有限公司、青岛海容汇通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青岛海容惠康生物医疗控股有限公司 5 家公司。 与上年相比，本年因新设
增加广东海容冷链科技有限公司、海容（香港）实业有限公司、青岛海容汇通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青岛海容惠康生物医疗控股有限公司 4 家。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变化及子公司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及本
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相关内容。

董事长 ：邵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 ：2020 年 3 月 9 日

公司代码：603187 公司简称：海容冷链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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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 2020 年 3 月 9 日 9：30 在公司 1#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
已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邵伟
主持，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其中委托出席董事 0 人，以通讯表决方
式出席董事 2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总经理做出了《公司 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总结了公司

2019 年的经营情况，并对 2020 年的工作做出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董事会做出了《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总结了 2019

年董事会的工作及公司经营情况，并对 2020 年的工作做出安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董事会做出了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执行情况》的议

案；
根据《2019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业绩考核方案》，董事会制定了《2019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考核执行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议案；

鉴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长远发展规划， 董事会提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的议案；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实施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增加，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
订，并授权公司相关部门将按照政府主管机关的要求办理公司工商变更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做出了《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总结了

2019 年独立董事的履职情况，并对 2020 年的工作做出建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做出了《2019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

告》，总结了 2019 年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并对 2020 年的工作做出建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

求，结合本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
上，董事会对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的内部控制有效
性进行了评价，并编制了《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 董事会对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做了专项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09）。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该事项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专项核
查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规定，公司董事

会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做了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公告编号：2020-010）。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做出了《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业绩考核方案》的

议案；
为调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和年度经营

指标， 公司参考同地区和同行业的相关岗位市场平均薪资水平和公司的实际经营

情况，制定了《2020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业绩考核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9 年度审计工作中，恪尽职守，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所作审计实事求是，从会计专业角度维护了公
司与全体股东的权益，决定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60 万元，其中财务审计费用
5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1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意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单日保有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最终以合作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2）。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于 2020 年 3 月 30 日在公司 1# 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确定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3 月 23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

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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