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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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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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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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JING（张静）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塘西

路101号

电话 0512-82557563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ak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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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491,718,745.50 2,175,212,323.87 2,175,212,323.87 1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008,692.82 50,870,014.23 50,288,286.41 3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8,866,349.30 45,799,377.37 45,799,377.37 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2,182,807.64 -220,587,603.60 -227,590,256.88 175.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0.01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0.01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0.90% 0.89% 0.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6,814,831,138.82 17,082,786,381.88 17,082,786,381.88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798,970,949.48 5,715,066,629.53 5,715,066,629.53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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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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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6% 703,082,000 159,086,000 质押 703,081,999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5.25% 235,920,200 0 质押 235,920,000

国寿安保基金－渤

海银行－华鑫国际

信托－华鑫信托·

慧智投资60号结构

化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3.54% 159,086,000 0

建信基金－兴业银

行－ 华 鑫 国际 信

托－华鑫信托·慧

智投资58号结构化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43% 154,086,000 0

北信瑞丰基金－宁

波银行－华鑫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3.43% 153,975,219 0

邹承慧 境内自然人 2.71% 121,846,200 91,384,650 质押 121,846,200

#刘博 境外自然人 2.03% 90,938,232 0

深圳天风天成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天

成定增5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09% 48,789,668 0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46,980,000 0 质押 32,500,000

金元百利资产－宁

波银行－金元百利

爱康定增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0% 45,082,24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

邹承慧控制的关联企业，上述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刘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21,000股外，还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89,817,232股，实际合计持有90,938,2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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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江苏爱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8爱康01 112691 2021年04月26日 30,000 7.40%

（2）公司报告期末和上年末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4.91% 66.12% -1.21%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24 2.3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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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如下：

1、制造板块潜心研发、稳健转型，主要产品包括太阳能电池铝边框和铝型材制造等光伏配件产品，光伏安装支架、太阳能组件、电池片

等光伏成套设备，以及其他非光伏制造业产品；

2、新能源发电业务一方面优化内部管理水平，推进制度流程项目建设，一方面紧盯发电收益，度电必争、降本增效，通过技改创新等措

施，报告期内发电量及电力销售收入均实现大幅增长；

3、综合能源服务方面，公司围绕能源消费用户的需求，面向工业园区和企业客户提供发、配、售、用各个环节的综合能源服务和整体解

决方案，能提供多能互补能源站和配（微）网投资和运营、需求侧管理、能效监测、节能改造、碳排放管理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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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年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股权取得比例

（%）

新增方式

青岛中德爱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青岛市 山东青岛市 能源互联网技术 80 设立

2、本年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特殊目的主体、通过受托经营或承租等方式形成控制权的经营实体

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股权取得比例

（%）

不纳入原

因

日本爱康株式会社 日本 日本 光伏发电 100.00 转让

AJE第一合同会社 日本 日本 光伏发电 100.00 转让

AJE第二合同会社 日本 日本 光伏发电 100.00 转让

电现第二阳光产业园株式会社 日本 日本 光伏发电 100.00 转让

绥滨昱辉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黑龙江绥滨 黑龙江绥滨 光伏发电 100.00 注销

抚州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 光伏发电 100.00 注销

宽甸满族自治县爱康太阳能发电有限公

司

辽宁 辽宁 光伏发电 100.00 注销

阳谷宏大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 江苏 光伏发电 95.00 注销

贵溪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 江西 光伏发电 95.00 注销

湖北中康新能电力有限公司 湖北 湖北 售电 100.00 注销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邹承慧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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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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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18年8月20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通知于2018年8月11日以邮件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会议由董事长邹承慧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其中独立董事耿乃凡、何前、杨胜刚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公司董事认真审议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认为公司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18年上

半年度经营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

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关于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十次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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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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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2018年

8月20日下午在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路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光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

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ZHANG� JING（张静）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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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18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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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

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关于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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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8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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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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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3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8年6月30日2018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25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不超过410,994,

200股。 本次公司实际向社会非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397,715,400股，面值为每股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9.63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829,999,302.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人民币53,207,706.40元后，净募

集资金共计人民币3,776,791,595.60元。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验字[2016]33090007号验资报告验证，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76,791,595.60元已于2016年3月8日全部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2、以前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2,977,494,485.11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977,494,485.11元。其中：本年度以募

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727,718,922.46元，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项目的自筹资金820,166,558.25元，节余募集资金（包

括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429,609,004.40元。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420,027,324.78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3,397,521,809.89元。其中：本年度以募集

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96,479,023.32元，部分项目结项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223,548,301.46元。

3、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已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3,786,251,794.50元，其中：以前年度使用3,397,521,809.89元，本年度使用388,

729,984.61元，全部为节余募集资金（包括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88,729,984.61元。募集资金专户应结余余额-9,460,198.90元，

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0.00元，差异系获得存款利息9,483,699.68元，支付银行手续费23,500.78元。

4、募集资金结余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已全部销户。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募

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范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管理与监督等业务活动。

根据上述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张家港支行、恒丰银行江阴支行、中国银行如皋支行、江苏张

家港农村商业银行塘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塘市支行、中信银行无锡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江阴华士支行、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

苏州银行张家港支行、中国光大银行无锡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张家港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张家港支行、中国农业银行五家渠市兵团支

行开设共19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储；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 ）及上述银

行或其上级行、负责募投项目实施的主体共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下属公司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12461000000339966，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41,5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禄劝县工业园区50MW农光互补光伏电

站建设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下属公司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在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851010040122800666，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8,3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爱康科技“南召县太山庙10MW光伏电站工程

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下属公司朝阳爱康电力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514468060298，

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8,3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喀左坤都小房申10MW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4） 下属公司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在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802000051503988，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41,5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凤庆县大兴50MW农光互补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5） 下属公司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塘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10527501040015241，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6,6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嘉祥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20MW光伏发电项

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6） 下属公司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塘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10527501040015233，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6,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泌阳县中康2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7） 下属公司无棣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 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8110501013900265078，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6,6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爱康无棣农业设施20MW光伏发电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8） 下属公司南召县中机国能电力有限公司在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华士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10641401040011608，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62,665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南召县南河店20MW光伏电站项目、南召县小

店20MWp1#光伏电站工程项目、南召县城郊20MWp光伏电站工程项目、南召县小店20MWp2#光伏电站工程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9） 下属公司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32201560001193530000，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41,5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爱康精河三期3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爱康精河四期2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0） 下属公司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32201560001195010000，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23,655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奇台农场二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 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1） 下属公司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在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3205820011120107001622，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24,9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内蒙古四子王旗江岸苏木100MWp光

伏并网发电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2） 下属公司宿州恒康新能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39920188000323701， 截至2016年3月8日，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6,60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 “宿州恒康新能源有限公司埇桥夹沟一期

20MW地面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3） 下属公司榆林市榆神工业区昱辉新能源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39920188000324431，截至2016年3月8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6,6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昱辉榆林20� MW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4）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32250198623600000091，截至2016年3月4日，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22,00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爱康科技补充流动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5）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89110155300001077，截至2016年3月4日，

专户余额为人民币209,591,595.60元，该专户仅用于爱康科技补充流动资金，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6） 下属公司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家渠市兵团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30715301040012526，截至2016年6月17日，专户余额为304,850,656.83元（原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存放专户32201560001193530000中的余额全部转入该专户，实际金额以转账日金额为准）。该专户仅用于“爱康精河三期30MW光伏

并网发电项目、爱康精河四期2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7） 下属公司新疆聚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家渠市兵团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30715301040012518，截至2016年6月17日，专户余额为168,102,229.43元（原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行开设的募集资

金存放专户32201560001195010000中的余额全部转入该专户，实际金额以转账日金额为准）。该专户仅用于“奇台农场二期30MW光伏

发电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8） 下属公司明光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10641401040012275，截至2016年12月1日，专户余额为4,00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安徽省明光爱康20MW光伏电站项目” 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19） 下属公司伊川县佳康电力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账号为

10641401040012283，截至2016年12月1日，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3,400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河南省伊川佳康50MW光伏电站项目”

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备注：

（1）公司于2016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变

更新疆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爱康精河三期3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爱康精河四期20MW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新疆聚阳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奇台农场二期30MW光伏发电项目）募集资金存放专户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家渠市兵团支行账户，注销原在国家

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存放专户。

（2）公司于2016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16年11月11日召开的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的议案》， 云南凤庆县大兴50MW项目及山东嘉祥昱辉 20MW光伏发电

项目已建成并网发电。 上述项目在施工过程中，项目的部分土地地质情况不适合用于安装光伏 组件等电站设备，因此减少项目的投资规

模，节余募集资金共计17,400万元。 为提高募集资金投资回报率，公司拟将节余资金投资安徽省明光爱康20MW光伏电站项目，项目拟总

投资17,0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4,000万元；河南省伊川佳康50MW�光伏电站项目，项目拟总投资42,500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13,

400万元。

2、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余额 备注

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塘市支行 802000051503988 - 注销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12461000000339966 - 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塘市支行 10527501040015241 - 注销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8110501013900265078 - 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塘市支行 10527501040015233 - 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华士支行 10641401040011608 - 注销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851010040122800666 - 注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39920188000324431 - 注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39920188000323701 - 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 514468060298 - 注销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行 3205820011120107001622 - 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家渠市兵团支行 30715301040012526 - 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家渠市兵团支行 30715301040012518 - 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华士支行 10641401040012275 - 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华士支行 10641401040012283 - 注销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行 32201560001193530000 - 注销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行 32201560001195010000 - 注销

合计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5月11日，爱康科技及其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集团” ）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能电力” ）签署了《战略合作意向框架协议》。协议内约定了浙能电力及/或其关联方收购爱康科技的子公司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

限公司、苏州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和香港爱康电力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控制权。由于具体的交易细节尚未披露，本次爱康集团与浙能电

力的战略合作可能涉及转让部分已经结项的募投项目。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上半年度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及时、真实、准

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均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公告编号：

2018-129

债券代码：

112691

债券简称：

18

爱康

01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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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8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于2018年1月17日和2018年1月19日分别披露了《关于2018年度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关于2018年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债务性融资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18-18）。 根据上述议案及公告，公司拟为宿州恒康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州恒康” ）向金融机构总额度不超过11,

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提供担保。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子公司宿州恒康的申请，为满足其电站的日常经营需求，宿州恒康向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金

租” ）申请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11,000万元，融资期限为十年。近日，宿州恒康与华夏金租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公司与华夏金租签

署《保证合同》。

以上担保金额在公司履行审议程序的担保额度以内，无需履行其他审议、审批程序。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宿州恒康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4年12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302325459290W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巴山新街镇政府北二楼

法定代表人 张金剑

注册资本 16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主营业务

光伏电站的开发、建设、运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0%

关系说明 公司控股子公司

基本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年度 2018年6月

总资产 25,369.23 24,388.05

净资产 16,500.25 16,175.57

营业收入 1,959.24 946.71

净利润 487.56 276.34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华夏金租签署《保证合同》，为宿州恒康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11,000万元人民币，担保

期限为十年。

四、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

1、公司拟为宿州恒康向华夏金租申请11,0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 在对宿州恒

康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宿州恒康提供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

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鉴于宿州恒康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风险可控，故未提供反

担保。

2、公司会指派专人持续关注上述被担保人的情况，收集被担保人最近一期的财务资料和审计报告，定期分析其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

关注其生产经营、资产负债、对外担保以及分立合并、法定代表人变化等情况，建立相关财务档案并

向董事会报告。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申请对外担保额度1,463,76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256.12%。

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00,233.91万元，其中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87,806.49万元；其他对外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12,427.42万元。以上担保累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40.02%。若包含本次担保，累计担保余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141.95%。 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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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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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东明 董事 个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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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大通 股票代码 0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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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燕 吴文涛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15号科兴科学园

B座1单元1002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中路15号科兴科学园

B座1单元1002

电话 0755-26926508 0755-26926508

电子信箱 datongstock@163.com datongstock@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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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633,416.44 851,439,167.63 44.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9,101,379.37 183,886,266.94 -3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765,051.68 170,471,523.33 -35.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4,202,622.62 -41,396,556.30 -103.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78 0.3517 -35.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78 0.3517 -35.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3.56%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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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7,664,443.18 5,771,928,314.43 -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01,836,329.78 5,391,845,918.01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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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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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剑 境内自然人 21.42% 112,000,000 112,000,000 质押 111,872,000

朱兰英 境内自然人 19.70% 103,004,898 103,004,898 质押 101,263,998

青岛亚星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57% 70,955,745 70,955,745

质押 64,160,000

冻结

14,505,986

(该部分股份

已于2018年8

月13日解除冻

结)

曹林芳 境内自然人 8.48% 44,340,636 25,915,770 质押 32,755,679

夏东明 境内自然人 7.41% 38,728,696 37,046,522

质押 10,507,859

冻结 38,728,696

方正延中传媒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8% 12,419,440 12,419,440 冻结 12,419,440

邓建宇 境内自然人 1.50% 7,835,454 7,835,454 质押 7,830,635

孝昌和泰兴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 7,835,454 7,835,454 质押 7,835,454

深圳市意汇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4% 7,519,107

罗承 境内自然人 1.23% 6,455,253 2,913,145 质押 1,942,0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青岛亚星实业有限公司、姜剑、朱兰英系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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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主要产品等未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业务为移动数字整合营销服务与线上线下新媒体业务运营、供应链管理与

服务业务，同时开始布局传媒生态链领域。 具体如下：

（1）线上广告一体化整合营销服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冉十科技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移动广告整合营销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冉

十科技以资源整合、技术整合、策略整合以及服务整合为客户量身定制移动端品牌跨界营销。 冉十科技与多家优质媒体单位强强联合，成

为一家拥有5000+APP和1000+WAP优质媒体独家合作公司。 拥有手机移动终端四大门户媒体（新浪、搜狐、凤凰、3G）及多家优质媒体

资源（赶集、58、环球、网易等），同时拥有包括太平洋游戏网在内的200多个手游资源。 目前主要服务于汽车行业、快消行业、金融行业、电

子商务、医疗保健等多个领域的客户。 冉十科技凭借自主开发的至美DSP系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营销解决方案，凭借其在广告基

础架构及机器学习算法上多年累积的丰富经验，在互联网广告投放技术、DSP广告投放效果优化、广告目标受众数据挖掘技术等方面的持

续创新，实现了定向人群精准投放，极大提升了互联网广告的覆盖面、覆盖深度及有效性。

（2）综合性户外媒体联网联播服务。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视科传媒是一家集创意策划、内容提供、产品运营、营销服务于一体的O2O新

媒体公司。 视科传媒以新媒体O2O为产业主线，致力于创意策划、品牌推广、精准营销、互动营销、媒体投放、媒介运营、移动电商、数据分

析、效果评估等九大板块的深度运营。拥有亚洲最大的户外LED屏、众多公共自行车车亭广告媒体资源，广泛覆盖户外受众。目前视科传媒

公司在杭州拥有最多的终端媒体资源，是杭州最大的户外媒体资源运营商之一。

（3）媒体网络平台服务。 视赚网络依托自身技术与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等资源优势打造了视赚TV，依靠多维传播、精准投

放，与多个品牌形成合作。 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围绕视赚TV展开，主要产品包括视赚TVAPP。 视赚TV目前已开通竞技、消防、教育、运动、

旅游、健康、影视、数字经济和娱乐9个频道。 目前，视赚TV技术服务、内容输出、传播合作、品牌广告等几大板块已日渐成熟，在未来的发展

中将成为公司新的业绩支撑点。

（4）供应链管理与服务。 业务模式是为区域内具有强信用的核心企业提供供应链管理及服务。 经营模式主要是将供应链上的相关企

业作为一个整体，根据交易中构成的链条关系和行业特点设定交易方案，促进物流和资金流的加速流转，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四流合一，提高相关各方的经营效率，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收入1,232,633,416.44元，同比增长44.7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链业务板块发展迅速，收入增长较

快。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9,101,379.37元， 同比减少35.23%， 主要原因是营业成本增加以及公司2017年剥离地产子公

司。

实现每股收益0.2278元，同比减少35.23%，主要原因是营业成本增加及公司2017年剥离地产子公司，净利润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03.4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供应链板块业务增长，采购支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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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子公司北京昊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单独出资设立深圳大通昊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8年5月21日完成工商设立登

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万元。 本公司拥有对其的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公司子公司深圳大通致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单独出资设立深圳大通致远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于2018年5月3日完成工商

设立登记，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亿元。 本公司拥有对其的控制权，故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表范围。

报告期公司收购了深圳时代幻视传媒有限公司58%股权，工商变更已办理完毕，本公司拥有对其的控制权，报告期纳入合并财务表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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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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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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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4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曹林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完成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749,999,912.12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合计人民币30,049,999.1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719,949,913.02元，已由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 ）划入

公司为本次募集资金开立的专项账户，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134,671,886.00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人民币2,585,

278,027.02元。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前述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6年6月23日出具了瑞华验字[2016]

48030016《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切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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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制定了《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该制度于 2015�年7�月22日经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已分别与广州证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沧第二支行、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市中山路支行、青岛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路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东部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二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高科园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户类别 账号

余额（含理财产品余额及

银行利息，万元）

1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路

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802090200499446 25,469.40

2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市中山路支

行 募集资金专户

371501986910000002

19

0.17

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东

部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821000011012010003

3370

75,965.32

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李

沧第二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372005550018000009

069

0.88

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高科园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69110155000000189 5,329.9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香港西路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

380305771910002145

6

298.24

合计 107,063.91

三、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无。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移动广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剩余294.96万元及该项目产生的存款利息3.07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支付收购对价项目产生的存

款利息1,132.65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经公司于2018年6月6日召开的董事会九届三十四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及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安全的前提下，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以提高资金收益。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6月6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九届三十四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

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移动广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及支付收购对价项目已实施完毕，同意移动广告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剩余294.96万元及该项目产生的存款利息3.07万元 （存款利息最终以转出时为准）、 支付收购对价项目产生的存款利息1,

132.65万元（存款利息最终以转出时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鉴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同意终止至美移动数字营销综合服务平台升级项

目，该项目的募集资金23,992.82万元及该项目产生的存款利息1,475.59万元（存款利息最终以股东大会通过后专项账户余额为准）继续

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待有合适募投项目后启动相关的使用程序；同意将研发中心项目其中的1,000万元变更为传媒生态链项目，实施主

体变更为公司本部，变更后，研发中心项目终止实施，剩余4,130.95万元及该项目产生的存款利息195.95万元（存款利息最终以股东大会

通过后专项账户余额为准）继续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待有合适募投项目后启动相关的使用程序；同意将户外媒体联屏联播网项目其中

的9,179万元变更为杭州武林广场3D灯光秀项目，实施主体仍为浙江视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变更后，户外媒体联屏联播网项目终止实

施，其中40,000万元继续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待有合适募投项目后启动相关的使用程序，剩余19,893.97万元及该项目产生的存款利息

6,220.74万元（存款利息最终以转出时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上述提案经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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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三

方监管协议》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

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0日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年1-6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1,994.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31,632.71(含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20,188.93)

报告期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8,491.7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93,692.22�(含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100,188.9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78,491.7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65.62%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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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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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投项目：

1.移动广告营销网络

建设项目

是

23,

547.55

1,

205.04

7.57

1,

205.04

0.00 100

2018年6

月

-30.

22

否 是

2.至美移动数字营销

综合服务平台升级

项目

是

23,

992.82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3.研发中心项目 是

5,

130.95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4. 户外媒体联屏联

播网项目

是

114,

457.91

12,

923.38

0.00

12,

923.38

0.00 1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5.WIFI布点项目 是

14,

769.67

72.00 0.00 72.00 0.00 1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6.宴会厅LED显示屏

项目

是

10,

793.22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是

7.支付收购对价 否

79,

302.87

79,

302.87

11,

436.21

79,

302.87

0.00 1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募投项目小计

271,

994.99

93,

503.29

11,

443.78

93,

503.29

0.00 100

-30.

22

超募资金投向：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 计

271,

994.99

93,

503.29

11,

443.78

93,

503.29

0.00 100

-30.

22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1、移动广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因公司出于对移动广告营销网络布局谨

慎决策的考虑，加大了前期市场调研力度，该项目已不能实现公司合理

的商业预期，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决定减少该项目投资额。 目前已完成

青岛城市公司营销体系的搭建，尚未产生收益。

2、至美移动数字营销综合服务平台升级项目，因项目的市场、技术、

行业等因素发生进一步变化，考虑到项目的可持续性，公司终止了该项

目。

3、研发中心项目，由于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营销市场环境和

技术环境发生较大变化，主流媒体后台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公司无必要

再独立进行软硬件采购并进行相应研发。 另外，随着互联网流量广告行

业出现的虚假流量和广告欺诈情况，公司结合目前行业发展趋势及技术

情况，拟将部分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用于传媒生态链项目，率先使用

区块链技术打造的创新生态平台，为生态链的每个环节提供稳定、安全

可靠、易用、开放的基础设施，解决与媒体、广告、内容相关的业务场景问

题，公司终止了研发中心项目。

4、户外媒体联屏联播网项目，因政策收紧，无法获取有效的户外媒

体阵地资源，原有募投项目已无法满足媒体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因此

公司终止了该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至美移动数字营销综合服务平台升级项目

（1）市场认可度降低，竞争激烈，加速市场洗牌。 移动DSP市场在移

动广告领域和程序化购买广告技术的双重加持下， 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但是，伴随而来的流量作弊等问题也进一步凸显，制约了行业发展，行业

洗牌加速。

（2） 国内主流媒体自建ADX和DSP， 压缩第三方SSP/DSP平台空

间。 从2016年起各个主流媒体开始自建ADX，比如微博、今日头条、陌陌

等，流量完全与官方直投共同竞价；对第三方ADX与SSP而言，只能面向

中小媒体，同时由于主流媒体的流量集合，基本能覆盖全网流量，因此第

三方生存空间将大大被压缩。 同时，从2017年开始，主流媒体开始自建

DSP，比如今日头条、广点通等。 广告主或者代理商直接进入媒体DSP系

统，通过媒体的审核后方可进行展示，进一步压缩了第三方DSP的空间。

（3）DSP平台采购和销售量占公司业务总量的比例比较小。 冉十科

技2017年度通过DSP平台采购金额占总营业成本的比例为0.34%， 通过

DSP平台产生的销售收入占收入总额的比例仅为1.52%。

2、研发中心项目

由于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营销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发生较

大变化，主流媒体后台技术能力大幅提升，公司无必要再独立进行软硬

件采购并进行相应研发。 另外，随着互联网流量广告行业出现的虚假流

量和广告欺诈情况，公司结合目前行业发展趋势及技术情况，拟将部分

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用于传媒生态链项目，率先使用区块链技术打造

的创新生态平台，为生态链的每个环节提供稳定、安全可靠、易用、开放

的基础设施，解决与媒体、广告、内容相关的业务场景问题。

3、户外媒体联屏联播网项目

（1）政策收紧，无法获取有效的户外媒体阵地资源。G20峰会在杭州

的落地，为杭州增添了一张靓丽的名片。 但同时，杭州为提升城市形象和

品位，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户外广告的政策和举措，新的户外阵地资

源的获取难度增加。 2017年国内多地均出台相关法规对户外广告牌进行

集中整治，此举无疑会对部分地区的户外广告市场产生影响，使得视科

传媒在进行户外广告市场扩张时，不得不充分考虑其可能带来的不利影

响，在项目投资上采取了更为谨慎、更为稳健的评估、判断。 鉴于上述变

化，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募投项目。

（2）杭州工联大厦的建成提升品牌美誉度。 公司巨额投入的杭州工

联大厦巨幕LED显示屏正以其 “亚洲第一屏” 的品牌美誉为业界所熟

悉，深受各大品牌主的青睐，对于提升品牌价值及获得高端客户具有良

好的效果，正在成为公司新的持续的业绩增长点和公司形象名片。

（3）原有募投项目已无法满足媒体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 由于风

险资本和互联网巨头、独角兽公司的持续关注和进入，加速了户外媒体

的资源整合，中国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正瞄

准了户外媒体这一线下媒体流量入口，纷纷抢滩入局，场景化营销、媒体

融合成为新的焦点和趋势，中国的户外媒体面临新的格局。

鉴于以上的新趋势、新变化，以及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经历，有相

当一部分项目已难以适应媒体发展的需要，公司重新审视了原有的投资

判断和投资逻辑，紧跟行业发展新趋势、新特点，充分评估并有效调整在

媒体资源拓展和建设方面的业务方向布局，以使得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

更为科学、合理，最大程度的控制投资风险，最大限度的获取投资回报。

（4）杭州武林广场3D灯光秀项目契合当前户外媒体发展主流。公司

拟采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建设的武林广场的灯光秀项目，是目前亚洲最

大的户外裸眼3D灯光秀，投影面积相当于10个标准IMAX荧幕。 光束投

射在不同材质不同形体的物体上，产生的效果也不相同，加上影，会产生

视觉错觉，将光、影、建筑通过艺术形式的的设计组合，实现了裸眼3D的

效果。 同时利用玻璃与外墙材质差别产生的光影效果，呈现出惊艳的视

觉冲击。 武林广场作为城市核心地标商圈，发达的交通条件，人群容易疏

散，与居民区相隔较远，很适合做大型的灯光秀。 而浙江展览馆是时代特

色及城市意义深远的建筑体，该项目将再次把武林广场打造成杭州的城

市名片。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2017年6月21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九届十一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七次会

议、2017年7月7日公司召开了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安全的情况下，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以提高资金

收益，投资理财产品的累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本数），在累计

不超过30亿元的额度下资金可滚动使用。

2018年6月6日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九届三十四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

十四次会议、2018年6月22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理财产品， 每日动态余额为不超过8亿元 （该额度可以滚动使

用）,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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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移动广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结余294.96万元及该项目产生的存款利息

3.07万元；支付收购对价项目产生的存款利息1,132.65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

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和安全的前提下，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以提高资金收益。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无。

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8年1-6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

后项

目拟

投入

募集

资金

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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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传媒生

态链项

目

研发中心项

目

1,

000

0 0 0 2021年6月 不适用 否 否

杭州武

林广场

3D灯

光秀项

目

户外媒体联

屏联播网项

目

9,

179

0 0 0 2019年6月 不适用 否 否

终止项

目后存

放在募

集专户

资金

至美移动数

字营销综合

服务平台升

级项目、研

发中心项

目、户外媒

体联屏联播

网项目

68,

123.7

7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否

永久补

充流动

资金

移动广告营

销网络建设

项目、户外

媒体联屏联

播网项目

20,

188.9

3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否

合计 -

98,

491.7

0

0 0 - - 不适用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项目）

一、变更原因

1、至美移动数字营销综合服务平台升级项目

（1）市场认可度降低，竞争激烈，加速市场洗牌。 移动DSP市场在移动广告领域

和程序化购买广告技术的双重加持下，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但是，伴随而来的流量作

弊等问题也进一步凸显，制约了行业发展，行业洗牌加速。

（2）国内主流媒体自建ADX和DSP，压缩第三方SSP/DSP平台空间。 从2016年

起各个主流媒体开始自建ADX，比如微博、今日头条、陌陌等，流量完全与官方直投

共同竞价；对第三方ADX与SSP而言，只能面向中小媒体，同时由于主流媒体的流量

集合，基本能覆盖全网流量，因此第三方生存空间将大大被压缩。 同时，从2017年开

始，主流媒体开始自建DSP，比如今日头条、广点通等。广告主或者代理商直接进入媒

体DSP系统，通过媒体的审核后方可进行展示，进一步压缩了第三方DSP的空间。

（3）DSP平台采购和销售量占公司业务总量的比例比较小。 冉十科技2017年度

通过DSP平台采购金额占总营业成本的比例为0.34%，通过DSP平台产生的销售收入

占收入总额的比例仅为1.52%。

2、研发中心项目

由于近年来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营销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主流

媒体后台技术能力大幅提升， 公司无必要再独立进行软硬件采购并进行相应研发。

另外，随着互联网流量广告行业出现的虚假流量和广告欺诈情况，公司结合目前行业

发展趋势及技术情况，拟将部分研发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用于传媒生态链项目，率先使

用区块链技术打造的创新生态平台，为生态链的每个环节提供稳定、安全可靠、易用、

开放的基础设施，解决与媒体、广告、内容相关的业务场景问题。

3、户外媒体联屏联播网项目

（1）政策收紧，无法获取有效的户外媒体阵地资源。 G20峰会在杭州的落地，为

杭州增添了一张靓丽的名片。 但同时，杭州为提升城市形象和品位，陆续出台了一系

列规范户外广告的政策和举措，新的户外阵地资源的获取难度增加。 2017年国内多

地均出台相关法规对户外广告牌进行集中整治， 此举无疑会对部分地区的户外广告

市场产生影响，使得视科传媒在进行户外广告市场扩张时，不得不充分考虑其可能带

来的不利影响，在项目投资上采取了更为谨慎、更为稳健的评估、判断。 鉴于上述变

化，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募投项目。

（2）杭州工联大厦的建成提升品牌美誉度。 公司巨额投入的杭州工联大厦巨幕

LED显示屏正以其“亚洲第一屏” 的品牌美誉为业界所熟悉，深受各大品牌主的青

睐，对于提升品牌价值及获得高端客户具有良好的效果，正在成为公司新的持续的业

绩增长点和公司形象名片。

（3）原有募投项目已无法满足媒体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 由于风险资本和互

联网巨头、独角兽公司的持续关注和进入，加速了户外媒体的资源整合，中国以阿里

巴巴、腾讯、百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正瞄准了户外媒体这一线下媒体流量入口，

纷纷抢滩入局，场景化营销、媒体融合成为新的焦点和趋势，中国的户外媒体面临新

的格局。

鉴于以上的新趋势、新变化，以及公司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经历，有相当一部分项

目已难以适应媒体发展的需要，公司重新审视了原有的投资判断和投资逻辑，紧跟行

业发展新趋势、新特点，充分评估并有效调整在媒体资源拓展和建设方面的业务方向

布局，以使得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更为科学、合理，最大程度的控制投资风险，最大限

度的获取投资回报。

（4）杭州武林广场3D灯光秀项目契合当前户外媒体发展主流。 公司拟采用变更

后的募集资金建设的武林广场的灯光秀项目， 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户外裸眼3D灯光

秀，投影面积相当于10个标准IMAX荧幕。 光束投射在不同材质不同形体的物体上，

产生的效果也不相同，加上影，会产生视觉错觉，将光、影、建筑通过艺术形式的的设

计组合，实现了裸眼3D的效果。 同时利用玻璃与外墙材质差别产生的光影效果，呈现

出惊艳的视觉冲击。 武林广场作为城市核心地标商圈，发达的交通条件，人群容易疏

散，与居民区相隔较远，很适合做大型的灯光秀。 而浙江展览馆是时代特色及城市意

义深远的建筑体，该项目将再次把武林广场打造成杭州的城市名片。

二、履行决策程序

2018年6月6日， 公司召开了董事会九届三十四次会议和监事会九届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上述提案经公司于2018年6月22日召开的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信息披露情况

2018年6月7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了《关于变更及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部分

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深大通 公告编号：

2018-095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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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038，证券简称：深大通）自2018年2月26日（周一）开市起停牌。 2018年2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2018-011）。2018年3月3日、3月10日、3月17日、3月31日、4月11日、4月18日、4月25日、5月5日、5

月17日、5月24日、6月2日、6月9日、6月16日、6月26日、7月3日、7月10日、7月17日、7月24日、7月31日、8月7日、8月14日公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的进展公告》（2018-015、2018-018、2018-020、2018-027、2018-029、2018-031、2018-039、

2018-047、2018-054、2018-058、2018-064、2018-074、2018-077、2018-079、2018-081、2018-082、2018-083、2018-085、

2018-086、2018-087、2018-088）。 3月26日、4月26日公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

（2018-022、2018-044）。 5月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2018-049）。 5月26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2018-060）。

本次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的相关资产为江苏左案一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区块链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和井销天

下（北京）科贸有限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并视情况募集配套资金。上述拟收购资产的交易对手方为第三方，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本次

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由于本次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购买标的资产范围可能会有所调整。

公司聘任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

审计机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担任评估机构。停牌以来，公司与交易对方已签署意向书。同时，公司与有关各方以及

中介机构正在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工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筹划的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038

证券简称：深大通 公告编号：

2018-091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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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17日，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电子邮件及电话等口头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通知。2018年8月18日上午9点30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

事长郝亮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8人。夏东明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董事会会议，亦未委托代表出席，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视为夏东明先生放弃在该次会议上的投票权。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深大通：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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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深大通：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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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