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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9 年 4 月 1 日以

通讯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会议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监事一致认为监事会工作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监事会 2018 年度工作情况。《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和审核的《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等事项，

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

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因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2018 年 6 月 15 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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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

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附件 1 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公司按照

相关文件要求进行了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公告》。 

2018 年度公司不存在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亦不存在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苏州阿诺精密切削技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与苏州阿诺精密切削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诺精密”）公

司原股东柯亚仕、常州市鑫思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红、上海诺千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天津卡日曲投资有限公司、苏州法诺维卡机电有限公司和霍



 

尔果斯瑞海盛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该等交易对方承诺阿诺精密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2,596.62 万元、4,186.16 万元、5,221.49 万元。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查，阿诺精密 2018 年实

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81.66 万元，达到了业绩承

诺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专项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关于阿诺精密业绩承诺期届满暨承诺业绩实现情况的公

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宁波威克斯液压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

况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与宁波威克斯液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克斯”）股东孙国校、

王志潮、王秀光、夏建培签署的《关于宁波威克斯液压有限公司收购股权并增资

的协议》，该等交易对方承诺威克斯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00 万元、1,600

万元、2,100 万元，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如果威克斯 2017 年度、

2018 年度、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低于承诺利润的，则该等交易对方需按照约定对本公司进

行足额补偿。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查，威克斯 2018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99.49 万元，达到了业绩承诺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

出具了专项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威克斯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

完成情况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与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达”）公司原

股东朱朋儿、厉建华、程爱娣、朱青玲、朱世范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该等

交易对方承诺新世达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300 万元、2,900 万元、3,600 万元，

其中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如果新世达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计算依

据)低于承诺利润的，则该等交易对方需按照约定对本公司进行足额补偿。经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查，新世

达 2018 年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1.71 万元，

未达到业绩承诺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专项审核意

见。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2018 年度未完成

业绩承诺股份补偿方案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诺

未完成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因新世达公司 2018 年度实际净利润低于业绩承诺净利润，根据《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的相关约定，业绩承诺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承诺的目标公司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

末累计实现的目标公司的实际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承诺的目标公司净

利润数总和 x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累计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金额=（2300+2900-2598.21-2,291.71）÷（2300+2900+3600）

x27000-0=951.38 万元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951.35*10000÷10.39=915,669（注：四舍五入，不足

一股的按一股计算） 

在定价基准日至实际盈利补偿实施日期间，鲍斯股份如实施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当期交易对方各自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交易对方各自在新世达的持股比例×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朱朋儿应补偿的股份为：35%*915,669=320,485 股 

厉建华应补偿的股份为：20%*915,669=183,134 股 

程爱娣应补偿的股份为：15%*915,669=137,350 股 

朱青玲应补偿的股份为：15%*915,669=137,350 股 

朱世范应补偿的股份为：15%*915,669=137,350 股 

在本次回购方案实施前，公司如实施派息，则将应回购股份对应的派息款上

缴归上市公司所有。 

回购股份目的：履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业绩承诺约定；回购

股份方式：定向回购朱朋儿、厉建华、程爱娣、朱青玲、朱世范所持应补偿股份；

回购股份价格：总价 1.00 元人民币；回购股份数量：915,669 股；回购股份资金

来源：自有资金；回购股份期限：公司应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对应补偿的股份予

以注销； 

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

财务及未来发展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宁波新世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原股东业绩承

诺未完成应补偿股份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由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全体监事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报

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年度报告

摘要》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由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由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2019】1196 号

《审计报告》，母公司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96,859,809.43 元，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母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16,420,093.08 元。 

结合公司自身发展阶段和资金需求，综合考量对股东的合理回报并兼顾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公司拟定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201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662,333,171 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39,739,990.26 元，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在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如发生变化，将按照分



 

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拟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对于利

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由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对外

担保情况的议案》 

经审查，公司 2018 年度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

情况，也未发生对外担保情况。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由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鲍斯股份”）

2019 年总体战略及经营发展的需要，2019 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不超过 16 亿元，其中公司母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不超过

13 亿元。鲍斯股份控股股东怡诺鲍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金岳及其配

偶周利娜同意为母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提供无偿担保，其母公司不提

供反担保，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由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 5,936.88 万元，计入公司 2018 年损益，导致报告

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5,936.88 万元。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不



 

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

告》。 

表决情况：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尚需由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鲍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4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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