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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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进行半年度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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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华集团 60398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殷健 吴学书

电话 0571-22898090 0571-22898090

办公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新世纪大道

1766号

杭州市萧山区临江工业园新世纪大道

1766号

电子信箱 jhgroup@jihuadyes.com gujilv@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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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7,411,173.37 4,781,322,790.11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294,635,260.63 3,971,017,054.98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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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99,701.68 208,510,190.54 -17.75

营业收入 1,372,847,260.35 1,235,916,192.61 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23,618,205.65 203,754,093.40 5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3,331,936.07 194,148,142.48 4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830 9.508 减少1.6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47 0.509 27.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47 0.509 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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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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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锦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00

140,000,

000

140,000,000 无

浙江萧然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29

81,472,

118

81,472,118 质押

80,000,

000

杭州辽通鼎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0

28,000,

000

0 无

邵辉 境内自然人 3.60

18,024,

904

18,024,904 无

陈柳瑛 境内自然人 2.92

14,600,

000

0 无

杨泉明 境内自然人 1.70

8,497,

078

0 无

周火良 境内自然人 1.42

7,080,

900

0 无

邵佰万 境内自然人 1.42

7,080,

900

7,080,900 无

陈才良 境内自然人 1.42

7,080,

900

0 质押 7,080,900

庞明良 境内自然人 1.42

7,080,

900

0 无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确认

持有人证券专用账户

境内自然人 1.42

7,080,

900

7,080,9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锦辉机电与萧然工贸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2、锦辉机电控股股东邵

伯金与邵辉为父子关系。 3、锦辉机电控股股东邵伯金与邵佰万为兄

弟关系。 4、杨泉明为锦辉机电控股股东邵伯金配偶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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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环保政策影响，各地部分企业停产限产，染料市场供需趋紧，原材料价格上涨明显。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公司弘

扬“敬业、奉献、争一流”的企业精神，从年初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库存备货、全力控本降费、加强管理、提质创效。 公司总体经营态势

保持持续向好，盈利能力显著增强。

公司2018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3.73亿元，同比增长11.0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4亿元，同比增长5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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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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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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8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邵伯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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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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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8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

应参加表决监事五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五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单波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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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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指引）》和《浙江

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管理制度》规定，公司董事会对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核查，具

体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58号）核准，浙江

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华集团” 、“公司” ）于2017年6月向社会公开发行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每

股17.2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2,000.00万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3,248.24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5428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

存储制度。

2、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项 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632,482,407.08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2017年 6月15�日—2017�年 12�月 31�日）

减：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募投项目支出 108,684,095.24

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502,534,007.97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冲减银行手续费） 19,465,697.26

报告期使用金额（2018年1月1日—2018年6月31日）

减：投入募投项目支出 0

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冲减银行手续费） 17,057,686.49

截止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1,057,787,687.62

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800,00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57,787,687.62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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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的规章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要求，公司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江东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萧山支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城厢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该《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止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对应募投项目 存放金额

杭州银行萧山城厢支行 3301040160007437778

年产3000吨1-氨基蒽醌技术

改造项目

43,817,770.64

杭州银行萧山城厢支行 3301040160007437893 补充营运资金 0.00

中国银行杭州市萧山支行营业部 381872904479

年产3万吨活性染料扩能技术

改造项目

116,648,803.59

中信银行杭州江东支行 8110801012801165039

年产11250吨高性能分散染料、

7500吨高溶解性高强度酸性系

列染料、11250吨高溶解性高强

度直接系列染料、10000吨活

性系列染料项目

75,284,265.74

宁波银行杭州萧山支行营业部 71030122000624628

年产2万吨H-酸（二期）生产

线技改项目

22,036,847.65

合 计 257,787,687.62

(2)截止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余额如下：

序号 合作方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起止日期

1

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财运通117号收益凭

证

保本理财产品 10,000

2018年3月29日至2018年7

月2日

2

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财运通119号收益凭

证

保本理财产品 10,000

2018年3月30日至2018年7

月2日

3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金益求金90天2586

期

保本理财产品 15,000

2018年4月26日至2018年7

月25日

4

宁波银行萧山支

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880360

保本理财产品 15,000

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9

月18日

5

中信银行杭州江

东支行

共赢利率结构20355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理财产品 30,000

2018年6月8日至2018年9月

11日

合 计 80,000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2、募集资金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12月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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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08,684,095.24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议案均发表了

同意的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止2017年12月5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

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6433号《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鉴证报告》

截止2017年11月1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配套

资金投资额

（1）

截至2017年11月10日止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金额

（2）

占比

（3）=（2）/（1）

1

年产11250吨高性能分散染料 、

7500吨高溶解性高强度酸性系列

染料、11250�吨高溶解性高强度直

接系列染料、10000�吨活性系列染

料项目

46,840.00 10,868.41 23.20%

合 计 46,840.00 10,868.41 23.20%

3、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除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外，公司为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收益，根据2017年12月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的范围扩大至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及结构性存款产品。公司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闲置募集资金总

额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 8亿元（含8亿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单笔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公司监事会、保荐

机构、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

下，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利用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同业存款、票据、同业理财、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天天理财、

保本型结构性存款等产品。公司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

截止2018年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和证券公司理财产品的余额为8亿元。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将按照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和需要陆续投入并统筹规划。

4、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未发生变化。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浙江吉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3,248.2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0,86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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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产

3000

吨 1-

氨 基

蒽 醌

技 术

改 造

项目

否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2019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年产 3

万 吨

活 性

染 料

扩 能

技 术

改 造

项目

否 28,090.24 28,090.24 28,090.24

2019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年 产

11250

吨 高

性 能

分 散

染料 、

7500

吨 高

溶 解

性 高

强 度

酸 性

系 列

染料 、

11250

吨 高

溶 解

性 高

强 度

直 接

系 列

染料 、

10000

吨 活

性 系

列 染

料 项

目

否 46,840.00 46,840.00 46,840.00 10,868.41 -35,971.59 23.20

2019

年 6

月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年产 2

万 吨

H- 酸

（ 二

期）生

产 线

技 改

项目

否 26,318.00 26,318.00 26,318.00

2019

年 12

月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0 100.00

2017

年

不

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163,248.24 163,248.24 163,248.24 60,868.41 -35,971.5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按照计划推进中。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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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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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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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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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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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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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君股份 股票代码 00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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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益俊 高峰

办公地址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5号 成都市武侯区武科东二路5号

电话 028-85366263 028-85366263

电子信箱 Hyj5445@163.com Feng66691@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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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192,571.20 271,138,681.88 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325,666.89 58,708,679.07 3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2,340,392.23 53,664,147.05 34.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29,191.29 47,841,848.85 -85.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6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7% 3.05%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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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992,490.24 2,462,562,681.90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97,764,641.48 1,977,784,545.1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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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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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何亚民 境内自然人 35.12% 352,039,997 264,029,998

何佳 境内自然人 29.14% 292,089,348 219,067,011

魏勇 境内自然人 13.49% 135,262,575 101,446,931 质押

60,810,

000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1.37% 13,700,000 0

张乔龙 境内自然人 0.55% 5,464,802 0

张正浩 境内自然人 0.30% 3,055,400 0

沈照云 境内自然人 0.12% 1,229,065 0

熊华 境内自然人 0.09% 904,400 0

沙学东 境内自然人 0.08% 781,300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 （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07% 718,96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何亚民与何佳系父女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

并合计持有公司64.26%的股份。除此情形外，公司未知前10名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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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1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平稳，呈现稳中向好的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

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通过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技术创新、降本减费、清收欠款等措施，确

保了经营业绩的稳步增长。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层秉承“深耕市场、树立品牌” 的

经营理念，一方面紧抓辊压机（高压辊磨机）及其配套设备业务的市场机遇，围绕客户对产

品更新升级的需求，强化研发升级工作，努力维护老客户、积极拓展新客户，不断推动产品

销售结构调整；另一方面充分把握航空产业发展的机遇，进一步优化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

制造业务的资源配置，不断推动业务创新、产品研发和工艺升级工作，着力夯实其行业竞争

力。

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76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86%；实现营业利润

0.94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7.34%；实现净利润0.79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35.12%，其中：德

坤航空实现营业收入5,280.13万元，实现净利润2,559.14万元。

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2018年1-6月份，公司营业收入27,619.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86� %；公司营业成

本14,846.3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06%；公司销售费用1,548.32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1.65%；公司研发投入603.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77%；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为-11,340.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15.68%。

2、上述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的原因说明如下：

1）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上升1.86%，构成及变化情况见下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合计 276,192,571.20 271,138,681.88 1.86%

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 101,866,841.91 113,008,547.04 -9.86%

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 9,248,504.27 47,811,966.01 -80.66%

辊系（子） 77,929,279.23 50,040,908.11 55.73%

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 52,644,685.46 32,217,859.74 63.40%

其他业务 34,503,260.33 28,059,400.98 22.97%

原因说明：

①公司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各系列产品主要运用于矿山行业，报告期实现营业收

入924.85万元，较上年同期4,781.20万元下降80.66%，主要系该类产品受下游行业影响订

单获取不稳定， 本报告期签订及生效的订单下降且上年末结转的订单未完全履行合同，致

使实现收入下降。

②公司辊系（子）是水泥用辊压机及配套和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产品的核心集成

部件，为公司针对产品下游客户需求研发的定制产品。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7,792.93万元，

较上年同期5,004.09万元增加55.73%，主要原因系公司针对客户产品更新升级的需求，紧

抓市场机遇，拓展新客户、维护老客户，积极推动该类产品的销售，实现收入增长。

③航空零件及工装设计制造系列产品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264.47万元，较上年同期

3,221.79�万元增加63.40%，主要系全资子公司德坤航空及时议价确定合同并签定生效，实

现收入增加所致。

2）公司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6.06%，主要系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营业成本下

降所致,矿山用高压辊磨机及配套成本下降原因：一方面系营业收入下降致使成本下降；另

一方面系去年同期销售部分价格较高且型号较大的同类系列产品，致使报告期投入的原材

料较去年同期下降。

3）公司销售费用同比上升1.65%，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上升致使销售费用同比上升。

4）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15.68%，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

原因：a本期购买券商收益凭证和理财产品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3,000.00万元；b本期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2,981.51万元，主要系客户采用银行承兑汇票

方式结算货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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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何亚民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65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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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0日以通讯

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8月20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1、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2018年8月21日巨潮

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详见2018年8月21日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2018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8�年8月2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66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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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0日以通讯

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8月20日上午11: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1、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2018年8月21日巨潮

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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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详见2018年8月21日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公告；《2018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8年8月2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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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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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洲股份 股票代码 00268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蓝能旺 刘材文

办公地址 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路112号 龙岩市新罗区南环西路112号

电话 0597-3100699 0597-3100699

电子信箱 lzyszqb@163.com lzyszqb@163.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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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065,309.09 1,604,690,293.47 2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115,582.93 54,730,202.74 3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3,995,208.35 49,559,630.24 -11.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9,690,751.97 -122,034,459.42 121.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7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2.72%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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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7,205,640.79 7,164,279,729.33 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51,414,259.32 2,714,817,168.99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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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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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10% 109,115,210 37,807,183 0

新疆兆华股权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3% 46,212,499 23,106,249 质押 23,106,249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

其他 3.03% 11,342,155 11,342,15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8% 8,565,900 0 0

新疆嘉华创富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1% 5,671,077 5,671,077 0

厦门特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9% 4,475,475 0 0

王跃荣 境内自然人 1.00% 3,744,001 2,808,001 质押 3,200,000

福建漳州市长运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2,636,256 0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

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

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

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

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

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

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

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易方达基金 －农 业 银

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8% 2,556,300 0 0

天津兆华创富管理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0% 2,245,910 1,122,955 质押 1,122,9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王跃荣是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推荐至公司董事，新疆兆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与天津兆华创富管理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中吕志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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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一）整体经营情况

2018年上半年，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公司坚持以“道路运输产业持续领导

者、现代服务产业价值创新商” 为目标，围绕产业一体化，持续深化升级转型、提质增效：一

方面聚焦优势、精准发力，借助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以及大力推动道路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加大力度发展沥青供应链业务、港口码头服务等现代物流业务。 另一

方面优化结构，合理布局，在不断加强经营管理，实现汽车制造、销售及服务、成品油及天然

气销售、汽车客运及站务服务业务平稳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权转让、资产处置等多种方

式，逐步淘汰扭亏无望的落后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2,606.5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03%；实现营业利润

12,662.7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9.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7,211.5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31.77%。

（二）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1、现代物流业务

（1）沥青供应链业务

报告期内，国际形势变化加剧，特别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动荡等不确定因素，导致国际

原油价格震荡，同时，国内基建市场持续低迷，新疆等省份的PPP项目全部暂停，新开工项目

和市政项目的施工期滞后等因素造成上半年国内沥青终端需求回升缓慢。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市场形势，兆华领先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引领，

完成1000只新一代沥青集装箱投放，并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不断提高兆华领先品牌知名度

和影响力；同时，有针对性的制定营销策略，强化重点项目保障，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发展战略，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大力拓展东南市场，加快在北方优势区域之外的其他国

内外市场的网络覆盖，取得良好效果。

报告期内，兆华领先沥青供应链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0,003.40万元，比其上年1-6月增

长13.8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646.29万元，比其上年1-6月减少3.69%。

（2）物流港口综合服务业务

2018年以来，随着国家整治清理长江岸线非法码头工作的扎实推进，以及2018年1月起

紧邻中桩物流港口的芜湖长江二桥、 高速公路三山出口陆续开通带来的交通区位优势提

升，中桩物流抓住发展时机，利用在芜湖市公用散杂物码头行业中的港口规模化优势，不断

加强经营管理，港务作业的效率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码头装卸吞吐货物量等各项经营业

务取得较快增长。

报告期内，中桩物流港口综合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3,862.3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1.25%； 中桩物流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192.3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1.95%。

2、汽车制造、销售及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 公司该项业务整体经营稳定， 实现营收54,993.6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5.18%；综合毛利率15.12%，比上年同期增长4.25个百分点。

3、汽车客运及站务服务业务

报告期内，因受私家车猛增、城际高速铁路分流客源等因素的持续影响，公司汽车客运

及站务服务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4,425.03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89%；毛利率17.09%，比上

年同期下降1.02个百分点。

4、成品油及天然气销售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成品油及天然气销售业务营收规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趋势，实现营业

收入12,395.0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25%；但受上游原油价格上升等因素影响，毛利率

14.80%，比上年同期下降1.9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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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武夷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新设南平市建阳区天鸿城乡公

共交通有限公司，天津兆华领先有限公司新设巴基斯坦沥久有限公司、新疆兆华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2家控股子公司，该新设三家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报告期内，公

司子公司龙岩市龙洲物流配送有限公司处置龙岩市佳沁食品有限公司51%股权， 龙岩市佳

沁食品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跃荣

2018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682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73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定期）会

议于2018年8月20日上午在公司七楼小会议室召开，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及书面形式送达了本次会议的通知及文件。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跃荣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

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月2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2018年8月21日刊载于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

报》的《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月2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工商银行龙岩岩城支行申请授信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龙岩岩城支行申请授信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

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并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该

笔授信相关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