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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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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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丹利 股票代码 00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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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照顺 陈钊

办公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

电话 0539-6263620 0539-6263620

电子信箱 huzhaoshun@shidanli.cn chenzhao@shidanl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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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2,640,016.23 2,805,523,129.37 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8,397,177.10 204,357,061.72 -1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5,523,731.99 189,523,605.56 -17.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51,326,630.74 -482,238,708.97 6.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8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8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7% 4.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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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7,245,858.68 7,365,530,732.76 -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72,010,075.45 4,163,703,498.35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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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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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文班 境内自然人 22.86% 264,518,800 198,389,100 质押 219,329,300

高进华 境内自然人 15.08% 174,435,840 130,826,880 质押 97,565,000

高英 境内自然人 4.57% 52,903,760 0 质押 35,800,000

井沛花 境内自然人 4.24% 49,058,804 36,794,103 质押 31,180,000

高文安 境内自然人 4.23% 48,903,760 0 质押 36,269,000

高文靠 境内自然人 4.23% 48,903,760 0 质押 33,615,000

密守洪 境内自然人 4.23% 48,903,760 36,677,820 质押 16,700,000

高斌 境内自然人 3.88% 44,903,760 22,451,880

中国光大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大成策略

回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5% 21,388,98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4% 15,468,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高文班与高进华、高英分别为父子、父女关系，高文班与高文安、高文靠为兄弟关系，高文班、高进华、高文安、

高文靠、高英、古龙粉、高文都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高文班、高进华、高文安、高文靠、高英、高斌、井沛花、密守洪为公司的发起人股东，高斌、井沛花、密守洪与高

文班、高进华、高文安、高文靠、高英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除上述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构成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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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国内粮食价格仍总体偏弱，但部分粮食如玉米及优质小麦需求旺盛、价格强势，同

时经济作物优质优价的特征明显，对于激活终端用肥意愿起到一定作用。 2018年上半年公司复合肥销

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但受上游原材料价格波动、环境保护及安全生产要求不断提高等因素的影响，

复合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盈利空间被压缩。 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采取措施应对经营压力，努

力探索转型谋求长远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受上述因素的影响，部分经营指标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92,593.70万元，同比增长4.15%，实现营业总成本277,588.07万

元，同比增长5.33%，管理费用17,255.57万元，同比增长10.55%，销售费用17,938.97万元，同比下降

26.69%，财务费用838.41万元，同比增长4.69%，实现营业利润19,896.67万元，同比下降6.86%，实现利

润总额20,176.2万元，同比下降9.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839.72万元，同比下降17.6%。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务的经营情况如下：

（1）生产方面

为了响应国家环保政策的要求，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公司对生产用锅炉进行了改造，对生产工艺

进行了优化，对设备进行了技术更新与参数调整，同时公司新建了污水处理站、水质污水源在线检测设

备等配套设施，以保证符合环保要求、提高生产效率。2018年上半年公司投资1300多万元对生产线进行

了改进，公司各主要生产线均完成了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技术改造。

（2）原料供应方面

2018年上半年，原料价格持续波动加大了采购难度，公司全面综合分析原料价格的影响因素，调整

原材料采购策略，根据原料价格变化合理调整库存，控制采购成本。

（3）营销方面

在新产品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品牌建设、深化渠道改革、优化产品结构、推广新型肥料、

布局农化服务，继续实施产业转型升级。 2018年上半年，公司针对不同作物推出了一系列添加活化腐殖

酸、中微量元素的专用作物新型肥料，新型肥料的推出丰富了公司的产品序列，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

更好地满足了终端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在农业服务方面，2018年上半年公司农化服务团队采用作物经理制，针对全国主栽的经济作物，作

物经理进行专一作物的农化知识研究及该作物相关的市场服务工作。 农化服务团队通过测土配方、土

壤作物诊断、农化服务授课、大户跟踪、专门种植方案制定以及示范田建设等农化服务形式，提高农化

服务渗透率。 公司与美国 AgSource实验室合作设立的测土实验室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后期通过肥料

搭配农业服务的模式，为终端用户提供测土配方服务，帮助终端用户精准施肥。

在品牌宣传方面，今年公司继续央视广告的投放并独家冠名了《星光大道》，同时在山东、河南、安

徽、广西卫视也进行了品牌宣传投放，继续打造品牌高度。

（4）研发方面

在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国家明确指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加

快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这是国家对农业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复合肥企业进

行产品升级，加大新型肥料的创新研发力度，提高肥效的利用率，势在必行。 2018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

大新型肥料的开发，肥料应用与效果评价等综合研发体系初步构建，在硝基复合肥、水溶肥、生物肥、缓

释肥、海藻肥、液体肥、有机肥等的研发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报告期内，推出了一系列高端有机肥，丰富

产品系列、填补产品空白，更好的优化产品结构，以满足终端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十三五” 以来，公司

先后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省重点研发计划和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等省部级以上项目31项，为

公司的产品研发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截至报告期，公司先后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小

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棉花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美国应用化学公司、美国普渡大学、美国AgSource测土实验室、以色列可持续农业资讯组织

SACOG、荷兰瓦格宁根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山东省农

业科学院、上海化工学院、华中农业大学、齐鲁工业大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开发、推广水稻、玉

米、小麦、棉花专用肥以及其它合作，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将对公司的技术创新、人才培养、成果

转化、产品研发升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5）信息化建设方面

2018年上半年，公司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建设深度融合。 报告期内，公司加紧推进智能物流项目、

采购共享平台项目、SAP基础设施升级项目、零库存管理线上实现项目等，同时公司着力开发精准营销

平台项目，通过对已运行的EB电子商务系统、农服平台、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进行业务梳理、功能整

合，打通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实现精准营销管理。

未来公司将在加强品牌建设、深化渠道改革、优化产品结构、推广新型肥料、布局农化服务、创新销

售模式等方面进行重点突破，积极寻求利润增长点，应对新形势下对复合肥企业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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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新增投资设立子公司轮台县史丹利化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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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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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23

日上午9时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8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或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董事长高文班先生、董事高进华先生、井沛花女士现场出席会议并

表决，独立董事武志杰先生、李琦女士以通讯方式表决。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高文班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见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表决结果：5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行为，防范财务风险，确保公司经营稳健，根据《证券法》、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制定此制度。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8月2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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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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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8年8月23日上

午11时在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史丹利路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8年8月12

日以电子邮件或直接送达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5人，实到5人。 监事会主席密守洪先生、监事

闫临康先生、王恒敏女士、职工代表监事邱红女士、李艳艳女士出席会议并表决，会议由密守洪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全体监事审议，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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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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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接到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化肥贵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港公司” ）的通知，贵港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在原经营范围的基础上

增加了“盐酸（有效期至2021年1月25日）、土壤调理剂生产和销售、复配农药的销售” ，其他工商登记

事项未发生变更。

贵港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 并取得了贵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5080067246457XE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名称：史丹利化肥贵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广西贵港市江南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高文清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成立日期：2008年03月17日

营业期限：2008年03月17日至2023年03月16日

经营范围：高浓度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水溶肥料、水溶性肥料、有机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掺

混肥料、盐酸（有效期至2021年1月25日）、土壤调理剂生产和销售；农用肥料及原材料的销售；矿物肥

料、复配农药的销售；货物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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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8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18-056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回财务资助款项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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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基本情况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1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司对5家农业合资公司形成财务资助的原因

系公司对5家农业合资公司减资或股权转让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了变动，5家农业合资公司不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由此导致公司内部资金往来的性质变为了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该事项已经

2018年6月5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17日

和2018年6月6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关于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40）。

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中制定的

款项收回计划为：2018年二季度预计收回1,000.00万元，三季度预计收回1,000.00万元，四季度预计收

回1,500.00万元，2018年预计收回合计3,500.00万元；2019年上半年预计收回3,500.00万元，2019年

下半年收回2,378.36万元。

二、截至2018年半年度期末财务资助余额变化情况及原因

（一）财务资助余额变化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农业合资公司名称

2018年5月8日

往来资金余额

截至2018年6月30

日往来资金余额

变动

金额

1 讷河市史丹利聚丰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5,466.46 5,528.74 62.28

2 济宁史丹利天成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700.00 704.82 4.82

3 任丘市史丹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1,541.07 1,528.83 -12.24

4 翁牛特旗史丹利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1,360.83 1,377.89 17.06

5 郓城史丹利瑞和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310.00 140.00 -170.00

合 计 9,378.36 9,280.28 -98.08

注：变动金额显示增加系本期增加的利息，显示减少系本期收回金额。

（二）未按照计划收回借款的原因

1、公司《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中披露：“翁牛特旗史丹利农业

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账面价值802.34万元）拟转让给公司，目前

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的更名手续” 。

根据赤峰市松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3日发出的（2018）内0404执保664号的执行裁定书，因

翁牛特旗史丹利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周磊涉及纠纷，该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

权被财产保全，因此暂无法办理过户手续。

2、因进入农资销售旺季，其他被资助方资金周转紧张，无法按期归还借款。

三、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未按款项收回计划收回相应的借款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在被资助方全部

偿还借款前将持续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存在影响公司损益的风险。

上述未收回款项按照账龄组合法，2018年1至6月份共计提坏账准备1,059.15万元， 累计已计提坏

账准备2,336.32万元。

四、公司拟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1、与翁牛特旗史丹利农业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协商或经过其他合法途径解除财产保全。

2、待销售旺季结束，客户资金充裕时，及时回收借款。

3、调整还款计划为：2018年第三季度预计收回1,000.00万元，第四季度预计收回2,500.00万元；剩

余未收回款项将在2019年年底前清欠完毕。

4、公司紧密跟踪和了解被资助方和担保方的财务情况，视情况采取合适措施催收款项，保护公司

利益，并将对后续相关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如上述款项未能按期收回，将会按照账龄组合对上述款

项计提坏账准备。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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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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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业企业 600641 中远发展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云韶 孔旭

电话 021-50367718 021-50367718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大道720号9楼 上海市浦东大道720号9楼

电子信箱 wyqy@vip.sina.com wyqy@vip.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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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2,585,432.03 8,814,708,681.57 -1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43,648,038.61 5,871,945,215.83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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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39,751.83 -283,013,829.89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363,747,479.04 1,847,388,531.11 2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8,341,822.35 1,577,445,746.84 -4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866,446,993.70 736,640,278.50 17.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6 30.61 减少16.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1019 1.9567 -43.6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1019 1.9567 -4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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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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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16 227,000,000 0 质押 227,000,000

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53 165,469,756 0 质押 162,100,000

嘉兴慧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6 15,000,000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1.11 8,946,157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幸福生活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6,949,200 0 未知

王薇 境内自然人 0.81 6,505,222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逆向策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3,476,400 0 未知

陈能依 境内自然人 0.27 2,200,002 0 未知

石群 境内自然人 0.25 2,010,948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沪港深外延增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1,987,59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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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商品房销售额6.7万亿元，上涨13.2%，全国房地产开发

投资5.6万亿元，同比增长9.7%，显示出目前房地产市场处于高位发展阶段。

从宏观政策来看，2018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依然处于调控密集期。从各地陆续出台的调控政策

来看，一线城市继续维持最严调控政策，二线城市调控力度逐渐加码至看齐一线城市，调控重心也延伸至

上半年房价涨幅较快的三、四线城市。短期内，调控政策难言放松。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资金流入房地产监

管趋严，房地产融资环境逐渐收紧，房地产企业“融资渠道少、融资难度大、融资成本高” 的问题使得房地

产企业以“高周转速度”作为回笼资金重要手段，也直接推动房地产企业整合速度进一步加快。

2018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的一些新的变化也影响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一是上半年二线城市的

抢人大战。 二线城市出台一系列极富吸引力的落户政策，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人力，间接的支撑这些地区

的房价，预计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区域分化”会更加明显。 二是“棚改政策”的收紧。 6月25日，市场传出

“国开行将棚改贷款审批权收回总行” ，7月12日，住建部召开新闻通气会，强调因地制宜地推进棚改货币

化安置。棚改安置方式的政策导向已开始发生转变。对直接受益于“棚改政策”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其房

地产市场未来或面临一定的压力。三是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 4月25日出台的《关于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

券化相关工作的通知》，是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领域的首份政策落地文件，未来有望成为住房租赁快速发

展的重要推力。

与房地产市场受到调控影响不同，集成电路产业受国家战略支持力度正逐渐加大，集成电路行业景

气度继续保持上升态势， 根据工信部运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我国集成电路产量达到850

亿块，同比增长15%。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64亿元，同比增长27.9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88

亿元，同比减少43.6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66亿元，同比增长

17.62%。

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积极应对调控政策，提升公司内在效率，稳步推进项目的销售及开发

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基于对房地产市场延续从严调控政策的充分预判，积极应对调控政策带来的负

面影响，从加强企业“内功”做起，“提效控费”提升企业内在效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上半年实现签约

面积26778㎡，签约金额6.11亿元。 截至6月底，各项目销售情况如下：

序号 地区 项目

可 售 面 积

（㎡）

2018年上半年签约

面积（㎡）

2018年上半年签约价格

（元/㎡）

累计已销售面积

（㎡）

1 上海 宝山紫辰苑 434,265 6,373 41,218 380,158

2 苏州 湖墅金典 325,660 18,708 17,415 318,454

3 无锡 观山泓郡 294,782 1,697 13,489 142,506

另一方面，公司稳步推进现有项目的开发建设。 上半年，公司苏州项目二期2标顺利完成竣工交付，

同时，无锡项目二期3标顺利开工，无锡项目三期正在进行外立面施工。 截至6月底，公司在建项目进展

情况如下：

单位：平方米

序号 地区 项目 权益

2018�年上半

年在建面积

2018年上半

年开工面积

2018年上半

年竣工面积

2018 年

下 半 年

开 工 面

积

2018 年

下 半 年

竣 工 面

积

报告期末

累计竣工

面积

1 上海 宝山紫辰苑 100% 0 0 0 0 0 489,855

2 苏州 湖墅金典 100% 105,528 0 105,528 0 0 421,739

3 无锡 观山泓郡 100% 165,150 68,285 0 0 0 181,210

二、全力推进公司战略转型，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凯世通100%股权

上半年，公司根据公司战略规划，积极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凯世通100%股权。 公

司股票自4月17日停牌以来，相关各方积极推进资产重组各项事宜。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以现金方

式购买凯世通51%股权已完成交割，以发行股份购买凯世通49%股权草案已经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也已

回复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公司股票于8月9日起正式复牌。

三、努力提升公司内在价值，吸引集成电路基金战略投资

2018年7月16日，三林万业与集成电路基金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三林万业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56,431,11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予集成电路基金。 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双方正在办理相应的股份转让手续。 集成电路基金的战略投资将为公司的战略转型增添新的助力。

下半年，公司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根据公司年初制定各项工作计划，积极应对房地产市场新

的变化，完成公司全年各项工作目标。 二是继续推进发行股份购买凯世通49%股份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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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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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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8月23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出席并参加表决董事8名，会议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议案如下：

一、 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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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6000万元借款额度的议案》。

为支持控股子公司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世通” ）经营与发展,同意公司

以不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其提供6,000万元借款额度，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Kingstone�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和苏州卓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凯世通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借款事宜。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 回购股份的目的

根据2016年新修订的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在稳步推进房地产项目开发和销售的基础上，正积极推

动企业战略转型。 公司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做好资本、人才等全方位的转型储备工作，近期以现金方

式收购了凯世通51%的股权，同时正在积极推进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凯世通半剩余49%的股权。

基于对基本面价值的判断及未来发展规划，综合考虑近期公司股价表现，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以及对未来发展前景，为有效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公司拟以

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用

于公司后期股权激励计划，若前述回购的股份未能全部或部分用于实施后续股权激励计划，则该等回

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具体事项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A股。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含15.00元/股），具体回购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日

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本

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回购股份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在上述回购资金使用总额的范围内，公司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2,000万股（含2,000万股），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2.4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公司将在股票复牌后

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量达到最高限额或回购股份所需资金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

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 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 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决议的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股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配合本次回购公司股份，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过程中办理回购

各种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宜：

1、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的方式、用途、

时间、价格和数量等，并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

2、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相

关报备工作；

5、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6、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

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7、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合竞价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8-049）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00641� � � � � � � � � �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2018-049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合竞价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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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股份规模：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

元），且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2,000万股（含2,000万股）；

●回购股份价格：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含15.00元/股）；

●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相关风险提示：

1、本公司股东大会未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的风险；

2、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重大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

市地位。

一、回购预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业

务指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拟定了以自有资金进行股份回购的

预案。

（一）公司拟定了本次回购股份的预案，该预案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本回购股份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根据2016年新修订的战略发展规划，公司在稳步推进房地产项目开发和销售的基础上，正积极推

动企业战略转型。 公司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做好资本、人才等全方位的转型储备工作，近期以现金方

式收购了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51%的股权，同时正在积极推进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上海凯

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剩余49%的股权。

基于对基本面价值的判断及未来发展规划，综合考虑近期公司股价表现，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以及对未来发展前景，为有效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远发展，公司拟以

自有资金回购公司股份。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用

于公司后期股权激励计划，若前述回购的股份未能全部或部分用于实施后续股权激励计划，则该等回

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具体事项授权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

（二）回购股份的方式

本次回购股份拟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三）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A股。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00元/股（含15.00元/股），具体回购价格由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日

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

（五）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本

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回购股份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在上述回购资金使用总额的范围内，公司本次拟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2,000万股（含2,000万股），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2.4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

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公司将在股票复牌后

对回购方案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股份数量达到最高限额或回购股份所需资金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

即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 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方案， 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八）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决议的有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内。

三、本次回购股份影响分析

（一）本次回购对公司股价的影响

回购期内公司将择机买入股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增强公众投

资者信心，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的变动情况

按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3亿元，回购股份价格按15.00元/股测算，预计本次回购股份数量

约为2,000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806,158,748股）的2.48%；且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2,

000万股（含2,000万股），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2.48%；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预计本次回购的股份实施完成后，按照回购股份数量上限2,000万股测算，公司股份限售情况将发

生如下变化：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

划

回购股份全部用于注销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0 0.00%

无限售条件股份 806,158,748 100.00% 806,158,748 100.00% 786,158,748 100.00%

总股本 806,158,748 100.00% 806,158,748 100.00% 786,158,748 100.00%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73.63亿元，货币资金金额46.0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为62.44亿元，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15.20%。 假设本次最高回购资金3亿元全部使用完毕，回

购资金约占公司截至2018年6月30日总资产的4.07%、净资产的4.80%。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1亿元），不超过

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实施股份回购，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

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四、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办理回购公司股份事宜，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回购的方式、用途、

时间、价格和数量等，并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份；

2、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方案；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的文件、合同、协议、合约；

4、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相

关报备工作；

5、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6、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

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7、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合规性、必要性、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

指引（2013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本次回购

的股份将用于公司后期股权激励计划，将有助于公司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

股份具有必要性。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1亿元），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

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

市地位，公司本次回购股份预案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保护全体股

东利益，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

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司股份，及其是否与本次回购预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

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情况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有5%以上的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

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作市场的行为。

七、其他说明事项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回购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如

果回购预案未能审议通过，以及回购期内股价不在公司预定的回购价格区间内，将可能导致本回购计

划无法实施。 公司将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600641� � � � � � � �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2018-050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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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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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要求，特此公告上海万业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2018年4-6月，公司房地产开发无新增土地储备。

2、2018年4-6月，公司房地产项目累计开工面积为0平方米，竣工面积为0平方米；去年同期开工面

积为0平方米，竣工面积为0平方米。

3、2018年4-6月，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累计签约面积为21949平方米，同比增加10.22%；签约金额

为42773万元，同比增加22.26%。

由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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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孙立荣 工作 曲刚

独立董事 沈颂东 工作 曲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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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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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富维 600742 一汽四环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李文东 刘 荔

电 话 0431-85765685 0431-85765755

办公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东风南

街1399号

吉林省长春市汽车产业开发区东风南

街1399号

电子信箱 fw_fw@faw.com.cn fw_fw@fa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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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6,633,466.09 8,839,376,669.58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08,458,192.36 4,557,730,547.73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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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52,579.24 35,233,388.45 220.87

营业收入 6,509,672,487.57 6,119,421,830.89 6.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8,115,448.03 291,448,750.71 -1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49,772,540.76 280,284,290.15 -10.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1 6.57 减少1.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7 -10.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57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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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5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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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20.14 102,250,277 0 无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6 26,188,094 0 无

吉林省亚东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4.46 22,630,594 0 无

周宇光 境内自然人 2.19 11,128,972 0 无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9 9,108,969 0 无

徐建彪 境内自然人 1.02 5,191,46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

通通乾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8 4,974,733 0 无

佘雪娟 境内自然人 0.89 4,530,0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8 3,949,835 0 无

长春汽车研究所中实改装车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3 3,720,898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

持股25%。 本公司未知其余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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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9,025万元， 但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减少3,333万元， 主要是由于青

岛、天津基地项目处于投产初期，尚处亏损状态，影响4,663万元。 随着青岛、天津基地销量的增加，项目

进入成长期，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将会出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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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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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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四次董事会于2018年8月22日下午在一汽行政事务中

心（74栋）三楼北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独立董事孙立荣女士、沈颂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无

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曲刚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公司监事

和经管会成员列席会议，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张丕杰先生主持，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8年上半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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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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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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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九届二次监事会于2018年8月22日下午在一汽行政事务中

心（74栋）二楼六会议室召开，应到会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 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8月22日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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