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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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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魏合田 董事 因公出差 张晓明

何佳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谢兴国

郝峰 董事 因公出差 原军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 0000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杜晓东 刘博

办公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北方

国际大厦6层及19-22层

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6号院北方

国际大厦6层及19-22层

电话 010-68137506； 010-68137370 010-68137506； 010-68137370

电子信箱 bfgj@norinco-intl.com bfgj@norinco-intl.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097,534,203.97 4,987,810,407.39 -1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42,184,312.89 198,427,350.06 7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4,965,483.76 195,556,551.42 66.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42,382,703.49 1,987,855,706.96 -117.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26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26 6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3% 6.03% 2.9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670,845,244.78 11,464,595,733.06 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929,799,615.58 3,651,897,513.29 7.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7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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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股份数量

中国北方工业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3.17%

332,209,

313

0 0

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2.53% 96,423,586 96,423,586 0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24% 40,337,765 40,337,765 0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

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9% 38,415,000 0 0

王文霞 境外自然人 0.54% 4,143,529 0 0

中辰番茄制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3,800,452 3,800,452 0

靳晓齐 境内自然人 0.49% 3,796,500 0 0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6% 3,538,663 0 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3% 1,803,912 0 0

李弟勇 境内自然人 0.22% 1,712,825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中国北方工业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股东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与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同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 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靳晓齐，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3,586,500

股；公司股东李弟勇，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1,712,

825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

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报告期内，北方国际实现营业收入40.9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4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2.45%。

（一）国际工程市场开发情况。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市场中心建设，发挥品牌和渠道优势，提升属

地化经营水平，实现了合计7.09亿美元项目签约。

（二）国际工程重大项目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各重大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 巴基斯坦拉合尔轨

道交通橙线项目累计发运物资115批，土建工程整体进度完成88%，机电工程整体进度完成69.96%；埃塞

俄比亚Addis� Ababa-Djibouti铁路车辆采购项目完成30辆货车自吉布提至亚的斯亚贝巴的内陆运输，

成功实现埃塞和吉布提两国的铁路商业运营；德黑兰70辆铝合金地铁车项目完成第一批3列车的出口发

运；埃塞GDYW-2输电线路项目，400KV部分开展消缺，230KV部分完成主体发货；老挝230kv输变电项

目、老挝万象市政供水项目按计划正常执行。

（三）子公司经营情况

1.�北方国际地产：在项目执行方面，顺德朗宁郡项目累计签约75套，启动了车位认筹工作；积极推进

地产国际化进程，对缅甸、伊朗等市场的多个项目进一步跟踪和调研。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73亿元。

2.�北方车辆：成功开拓阿联酋、苏丹、刚果（金）、赤道几内亚、柬埔寨五个新市场；南非等传统市场

稳定经营，古巴市场产品出口有较大幅度增长。 孟加拉、委内瑞拉、古巴、缅甸、伊朗等传统市场在执行项

目进展顺利。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96亿元。

3、北方物流：以内部客户为核心市场，成功中标和执行了巴基斯坦橙线、亚吉铁路机车车辆综合采

购等十多个项目；同时继续加大外部市场开拓力度；贸易物流正常开展。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2.07亿

元。

4、北方机电：成功执行香港AAT项目、希斯罗机场项目和桃园机场远雄货运站项目，新签订了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机场项目；中标了虹桥机场春秋航空项目；继续提升矿山一体化综合服务水平，积极开发传

统贸易出口新产品，家电产品和其他产品业务出口增长良好。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4.91亿元。

5、北方新能源：太阳能灯具出口业务处于良好发展态势，新能源项目取得积极进展。 本报告期实现

营业收入4.11亿元。

6、深圳华特：上半年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马口铁价格自2018年以来维持高位盘整、油墨涂料价格

涨幅在10%以上、纸箱等其他耗材价格也持续上涨，预计2018年原材料价格上涨将给深圳华特经营造成

较大成本压力。 深圳华特持续实施设备更新改造，提高设备对替代材料的适应性，加强技改，提升智能制

造水平，降低产品成本。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4.37亿元。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减少控股子公司天津北方伊势湾国际运输有限公司，减少原因为双方股东决

议不再延长合资经营期，进行清算注销；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增加北方国际伊朗新能源公司，为公司与全资

子公司中国北方车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公司持股99%，中国北方车辆有限公司持股1%，主要从事伊朗

清洁能源等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和运营。

股票简称：北方国际 股票代码：

000065

公告编号：

2018-049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季度工程业务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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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7�号—上市公司从

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等相关规定，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8年第二季度

经营情况如下：

一、公司合同总体情况

数量 金额(万美元)

2018年第二季度新签项目合同 4 63,507.53

截至2018年6月30日累计已签约未完工项目合同 52 1,490,734.47

其中：

已签约尚未生效项目合同 21 904,772.76

已生效正在执行项目合同 31 585,961.71

已中标尚未签约项目合同 0 0.00

二、重大项目情况

1、2018年第二季度新签重大项目情况

公司2018年第二季度未签署项目金额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30%以上的重大项目。

2、2018年第二季度在执行重大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业务模式 项目情况

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

矿项目采购施工总承

包项目合同

7.0亿美元

EPC， 即工程总承包模

式，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承

担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

采购、施工等工作

详见公司2011年9月28日披露的

《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项目采购

施工总承包项目重大合同暨关联

交易公告》。

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

交通橙线项目出口代

理合同

16.26亿美元 同上

详见公司2015年12月24日披露的

《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巴

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

出口代理合同重大合同暨日常关

联交易公告》。

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因此上述数据与公司未来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

000065

公告编码：

2018-047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方国际” ）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2018年7月23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2018年7月27日以现场会议的形

式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9名，实际到会董事6名，魏合田董事委托张晓明董事表决，郝峰董事委托原军董

事表决，何佳独立董事委托谢兴国独立董事表决。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方

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

董事审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巨潮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巨潮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塞尼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2018年1月31日，公司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拟投资克罗地亚塞尼156MW风电项

目的议案》，公司与亚历山大·佐姆比克（Aleksandar� Dzombic）先生签订了股权收购协议，收购了克

罗地亚能源项目公司76%的股权，获得克罗地亚塞尼156MW风电项目的建设权和运营权。 目前，公司与

卖方正在积极推进股权交割事宜。

为顺利开展克罗地亚塞尼156MW风电项目工程建设，稳妥推进工程建设各项准备工作，北方国际

拟在克罗地亚设立分公司。 拟注册的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分公司名称（中英文）：

中文：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塞尼分公司（暂定名）；

英文：Norinc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Ltd.,� SAINI� podruznica；

2、注册地：

萨格勒布，克罗地亚；

3、设立目的：

执行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EPC总承包合同；

4、经营范围：

工程总承包、工程相关设备、材料进出口、各类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5、存续及退出：

暂定为5年，满足塞尼EPC合同执行需要。 未来可根据实际情况延期或退出。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塞尼分公司注册相关手续。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实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而增加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实际情

况，公司拟对《公司章程》中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如下：

原公司《章程》 修订后公司《章程》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1,300.3607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6,�950.�5410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51,300.3607万股，公

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51,300.3607万股。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76,�950.�5410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76,�950.�5410万股。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开展金融衍生

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备查文件目录

1.�七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

000065

公告编号：

2018-046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8年7月23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送

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于2018年7月27日在北京举行，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2人，马红艳监事委托

倪静监事表决。倪静监事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经全体参会监事审议：

1、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对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做出专项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关于审议《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备查文件：七届四次监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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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衍生品交易业务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使用外币结算业务的需要，减轻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加强对

外币资产头寸的监控和管理，公司拟开展总额度不超过5.55亿美元或等额人民币的以套期保值为目的金

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以下简称“本次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

本次金融衍生品交易事项于2018年7月27日经公司七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开展金融衍生品

交易业务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二、本次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交易对手方

公司拟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业务的交易对手方均为经营稳健、资信良好、与公司合作关系稳定、具有金

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经营资格的大型商业银行。

三、本次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基本情况

（一）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品种

目前公司面临的主要是美元汇率波动风险，结合实际业务需要，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开展以套

期保值为目的的金融衍生品业务，业务品种为外汇远期，此外，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车辆的控股子公司南

非EVER� STAR� INDUSTRIES� (PTY)� LTD还拟开展包括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及上述产品的组合等非

外汇远期业务。

（二）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期限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开展金融衍生业务的期限原则上控制在3-6个月，最长不超过1年。

（三）拟申请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额度

公司本部及下属子公司拟开展总额度不超过5.55亿美元或等额人民币金额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在上

述额度范围内可在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后12个月内循环使用。

四、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开展衍生品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经营中，外币收付汇、外币存款均金额较大，随着外汇市场波动日益增加，汇率波动对公司

经营成果的影响也逐渐加大。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开展货币类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以规避汇率波动的

风险，从而降低汇兑损益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

（二）开展衍生品交易的风险

1、价格波动风险：可能产生因标的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而造成金融衍生品价格变动而造成亏

损的市场风险。

2、内部控制风险：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机制不完

善而造成风险。

3、流动性风险：因市场流动性不足而无法完成交易的风险。

4、履约风险：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存在合约到期无法履约造成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5、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制度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

公司带来损失。

（三）风险应对措施

1、明确金融衍生品交易原则：金融衍生品交易以保值为原则，最大程度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并结合市场情况，适时调整操作策略，提高保值效果。

2、制度建设：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建立了《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办法》，对衍生品交易的授权范围、

审批程序、操作要点、风险管理及信息披露做出了明确规定，能够有效规范金融衍生品交易行为，控制金

融衍生品交易风险。

3、产品选择：在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前，在多个交易对手与多种产品之间进行比较分析，选择最适

合公司业务背景、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业务。

4、交易对手管理：慎重选择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的交易对手。 公司仅与具有合法资质的大型商业银

行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5、专人负责：由公司管理层代表、公司财金部、董事会办公室、审计部等相关部门成立专项工作小

组，负责金融衍生品交易前的风险评估，分析交易的可行性及必要性，负责交易的具体操作办理，当市场

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上报风险评估变化情况并提出可行的应急止损措施。

五、衍生品公允价值确定

公司操作的金融衍生品主要为管理未来可预测期间的外汇交易，市场透明度大，成交活跃，成交价格

和当日结算单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公司衍生品公允价值按照公开市场提供或获得的市场价

格厘定。

六、金融衍生品业务的会计核算政策及后续披露

公司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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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号-套期保值》、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进行相

应的核算处理，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目。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经开展的衍生品交易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业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有利于规避汇率波动的风险，增强公司财

务稳健性，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的需要。

2、公司已制定《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的风险控制措施，有利于加强金融衍生品交易风

险管理和控制。相关业务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批准额度范围内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八、备查文件目录

1、七届七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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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半年度无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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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明诚 600136 道博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维女士 方玮琦先生

电话 027-87115482 027-87115482

办公地址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大

厦33F

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大

厦33F

电子信箱 gaowei_db@sina.com fwq_whdb@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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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7,102,485.20 5,126,211,228.40 6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81,103,023.99 2,523,610,554.27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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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85,610.13 -501,799,140.28 不适用

营业收入 872,763,972.23 218,552,514.34 29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153,733.83 20,559,913.67 42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071,045.23 5,893,328.14 1,716.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0 0.86 增加3.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4 4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4 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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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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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7 80,262,230 9,970,088 质押 77,262,230

蒋立章 境内自然人 9.90 48,233,568 28,729,284 质押 47,964,311

游建鸣 境内自然人 9.30 45,291,640 21,732,296 质押 44,171,166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39 40,871,268 29,910,268 质押 30,499,822

武汉市夏天科教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24,359,014 0 质押 13,000,000

彭章瑾 境外自然人 3.93 19,152,854 9,576,428 质押 17,774,621

天风睿源（武汉）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0 15,101,278 15,101,278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

合

其他 2.77 13,499,832 0 无 0

上海灵瑜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5 9,970,088 9,970,088 质押 9,970,088

武汉合信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 8,620,000 0 质押 2,38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在本公司知情范围除知悉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及天风睿源 (武汉)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武汉天风睿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

致行动人；蒋立章与彭章瑾为一致行动人；游建鸣与金华东影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外。其余股东相互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无《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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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

债券（第一期）

16道博债 135207 2016年2月2日 2019年2月2日 15,000.00 7.50

武汉道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

债券（第二期）

16道博02 135272 2016年3月3日 2019年3月3日 10,000.00 7.50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8明诚01 150145 2018年2月6日 2021年2月6日 10,000.00 7.50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8明诚02 150188 2018年3月15日 2021年3月15日 15,000.00 7.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6.29 46.4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7 1.9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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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4年公司启动产业方向调整的重大战略转型以来，公司依据“全球文化产业整合运营平台” 的

长期的发展战略，通过“影视+体育”的双轮驱动，逐步确立了公司在体育和影视行业的领先地位。

在影视行业方面，随着《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电视剧网络剧制作成本

配置比例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与实施，为公司影视剧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目前，

公司正通过每年至少推出一部精品剧的策略来逐步巩固自身在精品剧的市场地位。 今年公司及公司子

公司当代时光投资拍摄的《猎毒人》已在东方卫视、江苏卫视、爱奇艺以及各大视频网站播出后，截止目

前，该剧网络视频点播率已经突破60亿，日点播率已经突破4亿，在线卫视收视率破2，并获得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的一致好评。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拍摄的影视剧进度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完成时间 投资比例 完成进度

1 如果岁月可回头 预计2018年12月 50% 已完成现场拍摄,后期制作中

2 西游记之女儿国 预计2018年10月 49.16% 已完成现场拍摄,后期制作中

3 猎毒人 2018年6月 50% 已取得发行许可,卫视播放中

4 许你浮生若梦 2018年下半年 50% 后期制作中

5 庆余年 预计2019年 10% 现场拍摄中

6 狄仁杰之秋官课院 预计2019年 40% 现场拍摄中

7 金粉世家之梦、金粉世家之飘 预计2019年 70% 前期筹备中

8 V2-英雄连 预计2019年 100% 前期筹备中

9 墨攻 预计2019年 50%

已签约导演、编剧，签订联合摄制合

同，前期筹备中

10 秋菊 预计2019年 50% 已签订联合摄制合同，剧本修改中

11 小重逢 2017年12月 100% 发行中

12 我们的四十年 预计2018年下半年 20% 后期制作中

13 人生 预计2019年 80% 已购买小说版权、剧本创作中

在体育产业方面，随着《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

规划(2016-2050年)》等一系列文件的出台与实施，对正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体育产业带来了积极的影

响。 目前，公司收购新英体育事项已接近尾声，待资产的交割以及与之相关的交接工作完成后，公司在体

育行业的布局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完善，同时，随着国内网络视频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付费意识的逐

步养成，未来公司将通过加大与视频平台的合作力度，进一步深挖C端付费用户市场的潜在价值；报告期

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双刃剑促成了多个体育赞助或代言项目，包括协助雅迪集团、指点艺境、帝牌国际共

3家企业成为2018俄罗斯世界杯国际足联亚洲区域赞助商之一、协助华帝燃具成功赞助法国国家队并促

成亨利成为华帝燃具代言人、促成内马尔成为TCL代言人、促成苏亚雷斯成为国美手机代言人、促成欧文

成为雀氏纸尿裤代言人等。 随着公司海外市场的逐步扩展，以及海外业务的逐步增多，公司积累了大量

的海外运营经验，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双刃剑获得了巴黎圣日尔曼足球俱乐部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独家

市场营销权、西甲联赛2017-2022赛季全媒体版权，等，为后续海外业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8年上半年体育业务板块主要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内容 完成进度

1 捷信诺维大篷车 促成捷信全国大篷车推广活动 进行中

2 乔丹球星代言 为乔丹获得明星代言 进行中

3 重庆斯威-双刃剑 为力帆俱乐部获得赞助 进行中

4 FIFA世界杯授权雅迪、指点、帝牌 雅迪、指点、帝牌赞助世界杯 进行中

5 Fifaonline4国内球星代言 为腾讯游戏提供体育旅游活动直播宣传 进行中

6 Fifaonline4国外球星代言 为腾讯游戏提供体育旅游活动直播宣传 进行中

7 华帝法国国家队 促成华帝赞助法国国家队 进行中

8 TCL内马尔 TCL赞助内马尔代言 进行中

9 尤文图斯 促成玲珑赞助尤文图斯 进行中

10 西甲足协代言 帮助瑞明门窗赞助西班牙足协 进行中

11 亨利 华帝赞助亨利代言 进行中

12 苏亚雷斯 国美手机赞助苏亚雷斯代言 进行中

13 欧文 雀氏纸尿裤赞助欧文代言 进行中

14 Efa赞助 电子竞技efa联盟赞助 进行中

15 央体咨询 为央体提供体育圈发展的咨询方案及渠道方案 进行中

16 Fifa2017�球星代言 为网络体育游戏提供球星活动及球星代言 进行中

17

巴黎圣日尔曼足球俱乐部市场营

销

独家为巴黎圣日尔曼足球俱乐部提供中国大陆

及香港地区市场营销

进行中

18 腾讯欧冠英国观赛 腾讯游戏体育旅游推广直播宣传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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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136

证券简称：当代明诚 公告编号：临

2018-102

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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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8年7月25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8年7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将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同日刊

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二）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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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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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8年7月25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8年7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将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同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二）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监事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并认为：

1、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

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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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半年度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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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以及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现将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专项

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2015年1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37号文核准，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59,574,461股， 其中， 核准本公司向游建鸣等15位股东发行44,680,

844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14,893,61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7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5,000,000.00元，

扣除上市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19,011,920.2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55,988,079.74元。 上述

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2月10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众环海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15年2月10日出具众环验字（2015）010008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5年5月31日，公司201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实施完成，累计使用15,599.04万元，超出承诺投

资金额0.23万元（系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间产生的部分利息收入，作为补充流动资金划转到强视传媒），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经审验于2015年7月16日出具了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鉴证报告》【众环专字（2015）010712号】。截至2018年6月30日，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2,267.42元。

（二）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2015年12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72号文核准，公司于2016年1月27

日非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股79,572,632股，其中，核准公司向蒋立章等4位股东发行49,662,36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9,910,265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

套资金，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0.0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0,000,000.00元，

扣除上市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24,852,782.6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5,147,217.34元。 上述

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1月27日全部到位，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16年1月27

日出具瑞华验字（2016）33090004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公司2016年度募集资金累计使用57,937.01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共计

312,332.22元（含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并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保护股东权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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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报告期

内，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5年2月

10日同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

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2016年1月27日，公

司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四方监管协议》；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夏支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主要条款与上海证券

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8年6月30日，上述监管协议履行正常。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截止日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营业部

416010100101291350 161,000,000.00 2,267.42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夏支行

524011000052120 300,000,000.00 8,993.6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营业部

11014953078008 284,500,000.00 303,338.58

合计 ——— 745,500,000.00 314,599.64

注：2016年度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的初始存放时间为募集资金到位时间2016

年1月27日， 初始存放金额为584,500,000.00元， 比实际募集资金净额575,147,217.34元多9,352,

782.66元，系应付未付的上市发行费用。截止2018年6月30日，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已支付9,050,000.00元

上市发行费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使用募集资金，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年度募集资金实

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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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5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议案，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4,006.24万

元，该事项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众环专字（2016）011010号鉴证报

告。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6-062号。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6年5月2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2.8亿元，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金额为2.8亿元，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详见公司公告临2016-061号。

截止2017年5月18日，公司将2.8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7�年 6�月 1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配套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

超过 1�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7-070号。 截止

2018年6月30日，公司实际使用10000万元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截止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尚有314,599.64元未使用完毕。 其中，2015年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结余2,267.42元，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结余312,332.22元。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

金保障公司和股东利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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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

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选择适当时机，使用合

计不超过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其中闲置募集资金总额度不超过3亿元 （含本

数），用于购买最长不超过1年（含1年）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自有资金总额度

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含本数），用于购买最长期限不超过1年（含1年）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理财产品发

行主体为银行、证券公司(包括公司关联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

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内具体实施和办理相

关事项，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

目前公司尚未实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6�年9�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强视传媒（为强视传媒有限公

司的简称，以下均采用该简称）投拍影视作品” 中的电视剧《黎明1949》 变更为“强视传媒投拍影视作

品”中的电视剧《警花与警犬之再上征程》，“强视传媒投拍影视作品” 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

变。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6年10月10日， 公司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2016�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强视传媒投拍影视作品”中

的电视剧《爸爸的小情人》 变更为“强视传媒投拍影视作品”中的电视剧《失忆之城》，“强视传媒投拍

影视作品” 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变。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

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6年11月15日，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2017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1）将募投项目“苏州双刃剑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可使用额度由28,000万元调减为18,000万元（体育赛事运营项目预计投资金额由10,000.00

万元调减为0.00万元），减少的募集资金将用于增加“强视传媒投拍影视作品” 募集资金可使用额度，

“强视传媒投拍影视作品” 募集资金可使用额度由30,000万元增加到40,000万元；（2）“强视传媒投

拍影视作品” 中的电视剧《上世纪爱情》变更为“强视传媒投拍影视作品” 中的电视剧《小重逢》，电影

《人鱼大叔》变更为电影《阿修罗》。 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发表了同

意意见。 2017年5月3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议案。

2017�年10�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次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苏州双刃剑项目建

设”中的“体育技术研发中心” 、“体育旅游” 、“体育版权及视频” 变更为“苏州双刃剑项目建设” 中的

“独家销售代理” ，“苏州双刃剑项目建设” 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不变，其中：1、体育经纪募投

项目金额由 5,000�万元调减至 344.88�万元；2、体育产业大数据平台、体育技术研发中心、体育旅游项

目不再以募集资金实施，变更为独家销售代理项目，独家销售代理项目投资金额为11,655.12�万元。独立

董事和保荐机构对上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 2017年11月4日，公司2017�年第

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上半年，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1日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5,598.8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5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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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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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强

视传媒

100%

股权

12,

500.0

0

12,

500.0

0

12,

500.00

0.00 100 完成

12,

450.65

是 否

补充目

标公司

（强视

传媒）

营运资

金

5,

000.0

0

3,

098.8

1

3,

099.04

0.23

100.0

1

完成 不适用

合计

17,

500.0

0

15,

598.81

15,

599.04

0.23 100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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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18年6月30日结余募集资金2,267.42元， 结余原因为利息

收入产生。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附表：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7,514.7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077.4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7,937.0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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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双

刃剑现

金对价

1,

100.0

0

1,

100.0

0

-

1,

100.00

0.00 100 完成

7,

393.2

3

是 否

双刃剑

项目建

设

28,

000.0

0

18,

000.00

18,

000.0

0

11,

655.00

17,

999.88

-0.12 100

不适

用

2,

824.4

3

不适

用

强视传

媒投拍

影视作

品

30,

000.0

0

40,

000.00

37,

514.7

2

-

37,

514.72

0.00 100

不适

用

2,

600.7

6

不适

用

补充上

市公司

流动资

金

900.0

0

900.0

0

422.41

1,

322.41

422.41 146.93 完成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合计

60,

000.0

0

57,

514.7

2

11,

655.00

57,

937.01

422.29

100.7

3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

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年5月20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议案，本次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4,

006.24万元， 该事项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鉴证并出具众环专字（2016）011010号鉴证报告。 详见公司

公告临2016-062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 6�月 1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配套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 1�亿元，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7-070号。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

司实际使用5000万元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18年6月30日结余募集资金312,332.22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目前公司尚未实施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

注1：上述“双刃剑”为双刃剑（苏州）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简称，“强视传媒” 为浙江强视传媒

有限公司的简称。

注2：上述募集资金结余包括了2015年度募集资金专户余额（部分存款利息）、2016年度募集资金专

户存款利息，并扣除了2016年度募集资金相关发行费用及与本次发行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

注3：该项目包括双刃剑在体育产业多领域的项目开发与运营投入，不适用单项经济效益计算。

注4：该项目包括强视传媒多部影视作品的制作与宣传发行投入，不适用单项经济效益计算。

注5：超出承诺投资金额422.41万元系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436.20万元，作为补充

流动资金划转到上市公司。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065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司代码：

600136

公司简称：当代明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