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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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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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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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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的半年度利润不进行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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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洋 60333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商小路 彭莉娟

电话 021-69122665 021-69122665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惠平路505号 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惠平路505号

电子信箱 shangxiaolu@hotmelt.com.cn lijuan.peng@hotmelt.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629,354,983.71 473,667,125.97 3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83,918,895.48 362,575,897.47 61.0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537,120.76 22,869,035.46 -198.55

营业收入 200,229,336.09 182,257,545.23 9.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407,167.76 27,039,011.36 -6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878,330.43 26,039,474.34 -69.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3 8.39 减少6.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5 0.60 -7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5 0.60 -75.00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270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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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李哲龙

境内自然

人

36.10 21,660,750 21,660,750 无 0

李明健

境内自然

人

15.02 9,011,250 9,011,250 无 0

上海橙子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68 4,005,000 4,005,000 无 0

朴艺峰

境内自然

人

6.51 3,904,650 3,904,650 无 0

楚天姿

境内自然

人

1.94 1,166,850 1,166,850 无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

宝丰进” 107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4 1,041,200 0 未知 0

李顺玉

境内自然

人

1.51 904,500 904,500 无 0

徐国忠

境内自然

人

1.50 900,000 900,000 无 0

李铁山

境内自然

人

0.98 585,000 585,000 无 0

顾延民

境内自然

人

0.83 495,000 495,000 质押 3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李哲龙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朴艺峰为李哲龙之

配偶，李明健为李哲龙与朴艺峰之子，李顺玉为李哲龙之姐。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全球经济依然疲软，国内经济还在低位徘徊，公司面临的生产经营形势复杂多变。 受原油价格上升、部

分厂家设备检修停产、限产、环保督查等因素综合影响，部分原材料短时间内的涨幅明显，公司的经营业绩受到较大影响。

针对上述市场形势，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优化生产组织，抓好产供销衔接，努力提高

经营效益，在市场环境较为严峻的情况下，2017年上半年同比2016年上半年仍然实现了营业收入的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完成了以下工作：

（一）科研创新方面

1、加强现有产品配方改进及新产品的研发

由于公司的原材料成本占总成本的80%左右，因此公司产品成本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大。2017年上半年公司加

强对原有产品配方的研发改进，建立了制度化和体系化的研发流程。通过研发改进，缩短了部分产品的生产时间，提升产品

的质量和稳定性，同时对部分产品的原有配方进行优化调整，降低了部分产品的原材料成本。此外，为了因应公司拓展新行

业、新市场的战略发展目标，公司除对现有产品的研发进行改进外，还加大新产品开发的研发投入，并已在相关领域初步形

成市场突破。

2、加强科研力量的建设

公司一直重视加强研发力量的建设，不仅建成国内热熔胶行业技术领先的研究所，还不断扩展研究团队力量建设，目

前已经取得一定的科研技术成果。 2017年上半年，公司新申请中国发明专利4项；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7项，另有1项发明

专利获得境外授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共获得国家授权专利53项，其中发明专利5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同时，另有12项

发明专利获得境外授权。

（二）项目建设方面

2017年上半年，公司“年产3.1亿㎡热熔胶网膜项目”以及“年产4,800万㎡太阳能电池封装用EVA胶膜项目” 的两个

募投项目的建设工作进展顺利，均已初步完成项目的主体建设部分，预计2017年下半年可以逐步投入使用。

此外，由于公司胶粉胶粒产品的产能已经饱和，为了满足未来的市场发展需求，公司在南通市如东县成立南通天洋从

事新的热熔粘接材料的生产建设工作。 2017年6月7日南通天洋取得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南通天

洋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60000吨热熔粘接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通行审批〔2017〕255号），该批复同意南通

天洋按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方案、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 2017年6月22日

南通天洋取得《苏(2017)如东县不动产权第0005680号》不动产权证书。 该项目目前进展顺利。

（三）安全环保方面

2017年上半年，公司启动了高规模、全方面的安全巡查机制，形成了纵向、横向密集交织的安全管理网络。 针对生产过

程中的粉尘、消防、特殊作业、特种设备操作、化学品、职业卫生、一般机械、用电、应急、环保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安全培训，并

进行了1次较大规模的安全应急演练。此外，由安全部门和业务部门共同开展安全检查和自查，并对发现的隐患及时进行整

改。 上半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未被安全监管机构予以处罚。

在环保方面，公司子公司南通天洋取得了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市行政审批局关于南通天洋新材料有限公司年

产60000吨热熔粘接材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通行审批〔2017〕255号），该批复同意南通天洋按照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方案、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 2017年上半年公司生产严格按照环保

要求进行操作，未被环保监管部门予以处罚。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

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7年1-6月财

务报表累计影响为：“其他收益” 项目增加94,790.00元，“营业外收入” 项目减少94,790.00元。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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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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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7年8月15日上午10时在上

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惠平路505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于2017年8月10日以电

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及董事会秘书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其中独立

董事陆威、独立董事黄桂民、独立董事杨栩三人采用通讯方式参会表决），占公司董事总人数（7名）的100%。 公司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哲龙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讨论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编制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对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研究开发项目立项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满足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热熔胶产品在实际应用中的性能，优化产

品工艺技术，并提高公司科研开发能力，公司拟开展两个新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1、快速结晶型复合热熔胶项目。本项目旨在开发出一种快速结晶型的复合聚酯热熔胶及其制备工艺，以解决现有常规

热熔胶因原料及制备工艺步骤单一而使产品性能受限较多的问题。

2、汽车内饰用热熔胶网膜。本项目旨在开发一种复合热熔胶网膜的制备工艺，以使得通过本工艺制备的热熔胶网膜步

骤简便，且适于汽车内饰等领域的工业应用。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上述四项议案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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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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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7年8月15日上午11时在上

海市嘉定区南翔镇惠平路505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于2017年8月10日以书面方式

向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现场实际出席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

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马胜家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讨论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全体监事认真审阅了《2017年半年度报

告》，经审核认为：

1、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

地反映出公司本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7年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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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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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不存在违

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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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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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

追溯调整。

2017年8月15日，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对《企

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财会[2017]15号的要求，与企业日常

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

外收支。同时，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 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企业对2017

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对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12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准则进行调

整，可比会计期间的财务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其他收益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

入” 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 项目列报。 公司在编制2017年半年度报告时开始执行新准则，将营业外收入中符合要

求的94,790.00元调入其他收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7年6月30日净资产、

2017年1-6月及以前年度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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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

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执行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

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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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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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38号）的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00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18.19� 元， 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72,850,

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6,310,8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26,539,200.00元。

截止2017年2月7日， 募集资金总额272,850,000.00元扣除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及保荐费31,500,

000.00元后，剩余募集资金241,350,000.00元已存入募集资金专户，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了

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0126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于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为175,849,996.14元，其中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

筹资金35,376,500.00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65,890,061.29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

50,000,000.00元）。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要求，公司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并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

制度。

2017年2月28日,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徐汇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2017年4月6日，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山天洋热熔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山天洋”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以下简称“交行嘉定支行” ）、中信证券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的公司昆山天洋四方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

与《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且协议履

行情况良好，不存在问题。

报告期协议各方均按《三方监管协议》与《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

称

募投项目 专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初始存

入金额（元）

期末余额 （元）

（含利息）

上海天

洋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

目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徐汇支行

81102010128

00596334

2,000,000.00 123,719.41

昆山天

洋

年产4,800�万㎡太

阳能电池封装用

EVA�胶膜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31006907901

8800049913

43,330,000.00

30,875,402.34

(包括保本理

财25,000,000.00

元)

昆山天

洋

年产3.1�亿㎡热熔

胶网膜项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31006907901

8800050446

61,209,191.20

34,704,235.11

(包括保本理

财25,000,000.00

元)

上海天

洋

补充流动资金等一

般用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31006907901

8800047889

134,810,808.80 134,781.20

上海天

洋

利息(注:向昆山天

洋增资后账户内剩

余的利息)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31006907901

8800047163

34,579.60

上海天

洋

利息(注:向昆山天

洋增资后账户内剩

余的利息)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81102010130

00610471

17,343.63

合计 241,350,000.00 65,890,0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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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承诺投资总额无重大变化，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不存在重大差异等

异常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具体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3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即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3,537.65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3,537.65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同意该次置换行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投项目

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0486号《关于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出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同意该次置换行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

超过50,000,000.00�元（含50,000,000.00�元）人民币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公司利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和结构性存款明细如下：

合作方名称 理财本金(元) 起始日 赎回日

预期年 化收

益率

是否保本 收益(元)

交通银行上海

嘉定支行

50,000,000.00�

元

2017� 年 5� 月

12日

2017� 年 7� 月

14�日

3.70% 是

319,315.06

元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六）募资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2017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月15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1月1日-6月30日

编制单位：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 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2,850,

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5,849,

996.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5,849,

996.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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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化系统建设项目 否

2,

000,

000.0

0

1,

877,

200.0

0

1,

877,

200.0

0

93.86

%

2019.

1

否

年产4,800�万㎡太阳能电池

封装用EVA�胶膜项目

否

43,

330,

000.0

0

12,

533,

848.5

7

12,

533,

848.5

7

28.93

%

2018.

1

否

年产3.1�亿㎡热熔胶网膜项

目

否

61,

209,

191.2

0

26,

596,

322.0

0

26,

596,

322.0

0

43.45

%

2018.

1

否

补充流动资金等一般用途 否

134,

810,

808.8

0

134,

842,

625.5

7

134,

842,

625.5

7

100% 否

合计 —

241,

350,

000.0

0

175,

849,

996.1

4

175,

849,

996.1

4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无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2017年3月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第二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一致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即同意公司以

募集资金35,376,500.00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35,376,500.00元。 截止2017年6月30日已置换完

毕。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无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实施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50,000,000.00元（含50,000,000.00元）人民币进行现金

管理。 2017年5月12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山天洋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50,000,000.00元在交通银行上海嘉定支行购买

了“蕴通财富·日增利63天”理财产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年5月18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 该理财产品于

2017年7月14日到期， 公司已收回本金人民币 50,000,

000.00元，并取得收益人民币319,315.06元，与预期收益不

存在差异。 上述理财产品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

户。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无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共结余65,890,061.29元

(包括保本理财50,000,000.00元)，主要是由于募投项目正在

建设中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

603330

证券简称：上海天洋 公告编号：

2017-054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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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

号———化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17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

下：

一、 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胶粉胶粒单位：吨 膜/墙布单位:万平方米）

主要产品 产量 销量 营业收入（万元）

胶粉胶粒 5,042.48 4,890.24 12,444.18

EVA电池封装膜 592.32 589.93 3,809.70

网膜 1,723.13 1,694.10 1,854.99

胶膜 337.45 362.26 898.06

热熔墙布 12.81 12.41 832.36

二、 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 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胶粉胶粒单位：元/公斤 膜/墙布单位：元/平方米）

主要产品

2016年半年度平均售

价

2017年半年度平均售

价

变动比例（%）

胶粉胶粒 24.36 25.45 4.47

EVA电池封装膜 6.91 6.46 -6.51

网膜 1.18 1.09 -7.63

胶膜 2.62 2.48 -5.34

热熔墙布 66.96 67.07 0.17

（二） 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6年半年度平均采购价（元/

公斤）

2017年半年度平均采购价（元

/公斤）

变动比例（%）

间苯 8.85 14.18 60.23

1.4丁二醇 6.06 9.47 56.27

己内酰胺 8.50 12.97 52.59

癸二酸 21.82 31.57 44.68

己二酸 6.21 8.87 42.83

癸二胺 44.30 52.07 17.54

对苯 3.99 4.44 11.28

十二酸 28.90 30.76 6.44

己二胺 15.81 16.51 4.43

EVA粒子（KA-40） 11.36 11.74 3.35

公司产品的生产成本主要是直接原材料，公司热熔胶粘剂产品的整体原材料成本占产品生产成本的80%以上。公司主

要原材料的供应商相应受到检修、停产、华北地区雾霾限产以及环保督查等因素影响，导致供应量减少，供应紧张，上半年

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

三、 报告期内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17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涨幅较大，受环保督查等因素影响，2017年下半年原材料有可能仍然维持相对高

位运行。 此外，2017年上半年公司新开发的热熔墙布项目进展顺利， 虽然产品销售额增长较快， 同比2016年同期增幅为

212.66%，但由于项目仍处于前期推广和培育阶段，需要持续的宣传和渠道投入，后续仍然会对公司的净利润产生一定的影

响。

特此公告。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15日

公司代码：

603330

公司简称：上海天洋

上海天洋热熔粘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11

公司简称：金海环境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16

公司简称：安信信托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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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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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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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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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信托 600816 鞍山信托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武国建

电话 021-63410710

办公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海通证券大厦29楼

电子信箱 600816@anxintrust.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20,379,893,882.13 19,125,695,062.24 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107,513,522.00 13,718,166,573.28 2.8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18,441,424.91 1,918,413,391.86 -41.70

营业收入 2,351,160,102.09 2,055,363,932.62 1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612,017,249.51 1,392,890,350.25 1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478,696,874.51 1,295,403,100.25 1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76 20.80 减少9.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537 0.3577 -1.1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537 0.3577 -1.12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81,765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44

2,389,941,

118

1,566,860,

009

无

上海公信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3 151,738,814 151,738,814 无

瀚博汇鑫（天津）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1 132,771,463 132,771,463 质押

131,680,

773

日照岚桥港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50 113,804,110 113,804,110 质押

113,804,

1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1 105,351,217 0 无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8 94,836,757 94,836,757 无

白溶溶 境内自然人 1.29 58,765,201 0 无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持盈33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5 43,143,931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1 41,285,200 0 无

周万沅 境内自然人 0.71 32,133,757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高天国先生控制的企业， 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年上半年国内宏观经济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国际经济组织和金融机构调高对中国经济的

增速预期。 信托业整体规模稳步增长，预期收益率回升，截至2017年1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逾22万亿，同比增长32.48%，

实现营业收入216.80亿元，同比增长0.8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根据公司战略布局，结合经济形势和发展需要，合规经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优

化资产配置，加强团队建设，拓展营销渠道，提升项目流程控制，深化全面风控体系建设，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和可持续发

展。 2017年上半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5,116.0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61,201.72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410,751.35万元。

2017年3月6日， 公司完成2016年度利润分配， 现金分红比例40.97%，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6.00元 （含

税）。公司以2016年末总股本2,071,643,151股为基数，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2股，共计2,485,971,781股，本次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后总股本增加至4,557,614,932股。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上海证券报》社主办的“第十届诚信托———卓越公司奖” 、《中国证券报》社主办的“2016年度

金牛集合信托公司奖” 、《证券时报》“第十届中国优秀信托公司评选———锐意进取信托公司奖”和 “优秀绿色信托计划

奖” 。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坚持产融结合，推动业务平稳发展，优化结构，丰富固有业务投资，努力实现董事会年初制定的经

营管理目标。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财政部于2017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2017

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

的准则进行调整。

根据上述政策，利润表中增加“其他收益” 项目。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816

证券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2017-016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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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的通知》（财会

[2017]15号），对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损益、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影响，且不涉及对以

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对于

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2017年1月1日至施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

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17年6月12日起开始执行上述准则，并根据本准则的规定对相关会

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年度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利润表中增加“其他收益” 项目。

2017年8月15日，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2017年8月15日，公司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二、执行财政部2017年新颁布或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

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2017年1--6月公司收到

财政补助人民币178,119,000.00元， 计入“营业外收入” 。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2017年1—6

月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

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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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对《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发表意见如下：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

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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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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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7年8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3

名监事全部参加书面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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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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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于2017年8月15日召开，公司八名董事全

部参加书面表决，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

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上半年度稽核审计报告》

为规范公司的经营行为，增强公司的自我约束能力，维护信托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内部控制，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审计指引》 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要求，在董事会风险控制与审计委员会领导下，以风险为导向，2017年上半年公

司稽核审计部对公司的信托业务及公司合规管理与内部控制情况按计划进行了常规审计和专项审计，并形成报告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报送上海银监局。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泸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固有业务资产配置，公司将向成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和泸州市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让所

持有的泸州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数量分别为71,720,00股和52,192,457股，每股转让价格均为人民

币3.28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406,432,858.96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陶瑾宇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聘任陶瑾宇为公司副总裁。 本公司独立董事朱荣恩先生、余云辉先生、邵平先生认为董事会所聘任的

副总裁陶瑾宇具备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陶瑾宇的任职资格尚需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核准。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八月十六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陶瑾宇简历

陶瑾宇，男，汉族，1974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职称。 1996年8月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参加工作；2003年加入上海

银监局工作，历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处副主任科员、副科长、科长，2012年3月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处副处长；2017年

6月至今加入安信信托，现任公司业务总监。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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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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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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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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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海环境 60331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丁宏广 胡莎

电话 0575-87847722 0575-87847722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区 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区

电子信箱 touzizhe@goldensea.cn touzizhe@goldensea.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911,947,429.85 851,956,541.99 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690,520,465.13 659,443,599.03 4.7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2,566,576.26 48,617,432.14 -53.58

营业收入 286,262,042.68 249,951,565.51 1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537,686.58 45,516,658.74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7,394,840.35 42,830,972.44 1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36 7.38 减少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4 0.22 9.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4 0.22 9.09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744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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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汇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70 106,471,817 106,471,817 质押 10,264,700

浙江诸暨三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1 10,521,919 10,521,919 无

蔡国燕 境内自然人 1.43 3,000,000 未知

新余信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3,000,000 未知

叶建芳 境内自然人 1.19 2,509,300 未知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5 2,000,000 未知

才泓冰 境内自然人 0.68 1,423,528 未知

吴永祥 境内自然人 0.68 1,420,000 未知

吴志明 境内自然人 0.51 1,078,699 未知

杨克明 境内自然人 0.50 1,052,2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宏观经济下行，原材料上涨的市场环境变化，公司通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加强成本控制和技术水平提升，保证了公司经营业绩的

稳定和公司的未来可持续发展。 2017年上半年公司实现收入28626万元，同比增长14.53%，实现净利润5041万元，同比增长11.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5053万元，同比增长11.03%。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相关治理制度和内控体系，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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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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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和《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现将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7年

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08号《关于核准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获准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25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39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282,975,000元，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27,829,750元后，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发行费用）元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扣除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247,407,759.44元。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含发行费用）255,145,250元已于 2015� 年5月12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并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XYZH/2015SHA20030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2017年1-6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2017年1-6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639,220元、募集资金账户产生的利息收入净额（扣除手续费）1,953,636.07元，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

账户余额为58,610,330.48元，募投资金理财账户余额120,070,000元，合计募集资金余额为178,680,330.48元。

二、募集资金存储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与使用，提高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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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公

司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严格按照该办法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5年5月14日，公司及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6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变更，同年7月12日，公司又与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斗门支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 截止目前，协议各方均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力、履行义务。

截至2017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银行账号 期末月额（元） 募集资金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诸暨支行

1211024029245502869 8,825,656.7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支行

11014764922007 787,669.80

年产5,500万枚空调用新型

空气过滤网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

暨支行

571900232010345 13,602,794.87

年产5,500万枚空调用新型

空气过滤网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

暨支行

403968797484 859,523.76

年产2,080万套空调用低噪

音节能风轮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珠海斗门支行

2002021229100294521 34,534,685.32

年产5,500万枚空调用新型

空气过滤网项目

合计 — 58,610,330.48 —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为优化公司生产布局，方便物流运输，为后续调整产能、扩大生产能力留下空间，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情况，对部分原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优

化和调整变更并于2016年4月21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6年5月18日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监事会、独立

董事和中介机构都出具了相应意见。

具体详见本公司2017年半年报。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至2017年6月30日）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24740.7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63.9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71.6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2.13%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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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3800 3800 3800 112.48 718.22

-3081.

78

18.90 2018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5,500 万

枚空调用新型

空气过滤网项

目

是 13500 10500 10500 150.84 2371.96 -8128.04 22.59 2018

不 适

用

否

年 产 2,080 万

套空调用低噪

音节能风轮项

目

是 7440.78 7440.78 7440.78 200.60 1281.46 -6159.32 17.22 2018

不 适

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 是 3000 3000 3000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24740.78 24740.78 24740.78 463.92 7371.64 -17369.14 29.8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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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7年5月25日，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对部分暂时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用最高本金额度

不超过1.8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且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一年内的投资期限内额度可滚动使用， 并授权公司董

事长在以上额度内具体实施本次委托理财的相关事宜、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归还银行贷款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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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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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7年8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监事

会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4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监事会应当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各位监事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1、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的有关管理制度；

2、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制度规定，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间

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实际情况；

3、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17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和情况。

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2017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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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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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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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7年8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

事会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4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丁宏广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并通过《关于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并通过《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