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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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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健康 600186 莲花味精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安道 宋伟

电话 0394-4298666 0394-4298666

办公地址 河南省项城市莲花大道18号 河南省项城市莲花大道18号

电子信箱 ahhad@qq.com Wei.song@mylotusheal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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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585,696.52 1,889,231,700.08 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4,896,115.15 34,142,349.25 -1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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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8,259.28 -19,675,057.15 4.71

营业收入 849,033,063.84 886,958,016.48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9,038,464.40 -60,299,296.46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4,004,831.97 -70,903,881.6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277.03 -56.13 减少122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556 -0.056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556 -0.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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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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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睿康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8 125,122,472 质押 125,122,472

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0 24,395,573 无

安徽博雅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12,099,600 未知

项城市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9,580,284 质押 9,580,284

张晓峰 境内自然人 0.87 9,284,855 未知

唐永铭 境外自然人 0.59 6,293,300 未知

叶继革 境内自然人 0.41 4,386,400 未知

张兴林 境内自然人 0.39 4,173,900 未知

梁志山 境内自然人 0.37 3,978,400 未知

王兆学 境内自然人 0.37 3,920,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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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董事会确定的战略部署和经营目标，强化管理，确保经营稳定。 调

整经营思路，强化内部管理，推进产品和产业结构升级，推动莲花由生产主导型向经营主导

型的转变，提升了品牌管理能力、品质管控能力和市场掌控能力。 理顺和整合采购运营机

制，优化了有效资源的共享互用和配置，为莲花健康产业的未来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公司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改进和优化采购营销体系。 改革了省级和区域营销公司的

运作机制，形成了区域、渠道、产品相融合的立体销售体系，同时调整了产品结构，延伸了产

业链条，降低了生产成本。 稳步推进品牌建设，品牌价值大幅提升。 连续多年顺利通过国家

商标示范企业验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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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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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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8�年 8�月 17日发出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23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6人，实际表决董事6人。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王维法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选举王维法董事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议，聘任祝祁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资产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处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王维法先生简历

王维法，男，汉族，1962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安徽省六安市人。

1984年7月毕业于安徽大学法律系；

1984年7月至2011年2月先后在六安基层法院、检察院任书记员、审判员、刑事审判庭副

庭长、经济审判庭庭长、副检察长、检察长等职；

2011年2月至2017年11月在六安市人民检察院先后任党组成员、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机关党委书记等职（员额制检察官改革中定级为三级高级检察官）；

2017年12月经中共六安市委批准提前退休；

2018年5月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018年6月至今，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接受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聘请

担任法律顾问。

祝祁简历：

祝祁，男，汉族，1962年7月出生，浙江杭州人，研究生学历。

1984年9月至1986年11月，任青岛远洋船员学院教师。

1986年12月至2003年3月，任浙江远洋运输公司职员，下属公司综合部经理，下属公司

财务总监等；

2003年3月至2005年1月，任浙江新洲集团公司财务总监，下属公司总经理等；

2005年3月至2005年8月，任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

2005年8月至2008年1月，任迪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8年2月至2011年11月，任上海泰胜风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1年12月至2012年7月，任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2013年6月至2017年9月，任浙江诺特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2017年10月至2017年12月，任顾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外派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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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资产的公告

重要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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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处置资产概述

1、为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的经济效益，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

号--固定资产》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部分符合前述规定的固定资产进行处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资产的议案》，本次资产

处置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资产处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处置资产情况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第五章第二十一条固定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

一的，应当予以终止确认：（一）该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 （二）该固定资产预期通过使用

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拟对部分符合前述条件的固定资产进行处置，主要为喷浆造粒设

备、大气治理设备、尾气异味处理设备、针磨、分离机、压滤机等相关机器设备和辅助设备。

上述资产账面价值为1695.95万元，其中：专用设备1516.76万元，通用设备为179.19万元。

公司委托北京正和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处置固定资产采用市场法和成本法进

行了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18年7月26日，评估净值为750.53万元。

三、资产处置的主要内容

1、处置方式：公司将按照合法合规的程序，遵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用分类打

包、部分打包以及整体打包等方式处置。

2、定价依据：参考评估价值，依据市场状况、供求关系，竞争性谈判情况，协商确定。

3、授权公司董事长在相关合同上签字，并由董事长安排总经理或指定人员具体办理资

产处置等相关事宜。

4、拟处置资产所有权权属清晰，公司将根据供求情况，适时推进处置。

四、本次资产处置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拟处置的资产为公司闲置或不适应发展需要的机器设备，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经

营业务。

2、本次资产处置有利于公司盘活资产，及时收回资金，促进公司产业调整和转型升级。

由于尚无明确受让方，交易最终价格尚未确定，最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1、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北京正和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正和国际评报字【2018】第052号《资产评

估报告》。

3、北京正和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正和国际评报字【2018】第053号《资产评

估报告》。

特此公告。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8年8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王峰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

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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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8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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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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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联股份 60364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侃 沈源昊

电话 021-20895888 021-20895888

办公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路68

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日京路68

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relations@chinaslc.com investor-relations@chinas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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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391,138.40 1,834,497,574.06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575,167,362.01 1,543,646,122.01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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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3,193.81 121,319,275.72 -109.04

营业收入 592,445,815.71 596,287,256.24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6,683,000.36 81,154,575.87 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6,459,052.71 79,960,782.56 -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46 9.47 减少4.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351 0.2935 -19.9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351 0.2935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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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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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

国家 24.87 91,688,980 91,688,980 无 0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5 53,273,945 53,273,945 无 0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32 38,040,701 38,040,701 无 0

嘉融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33 23,333,333 23,333,333 无 0

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08 22,406,836 22,406,836 无 0

上海自贸试验区畅连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国有法人 5.38 19,833,334 19,833,334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

一户

其他 1.88 6,919,088 6,919,088 无 0

徐峰

境内自然

人

1.28 4,720,362 4,720,362 无 0

陈文晔

境内自然

人

0.46 1,683,230 1,683,230 无 0

茆英华

境内自然

人

0.45 1,646,638 1,646,638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股权关系间接

控制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徐峰、陈文晔、茆

英华等42名自然人股东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为一致行

动人。 上述一致行动人已于2018年8月6日签订《一致行动人

协议之终止协议》，解除一致行动关系。除以上关系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8年是公司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之年，在董事会的指导、支持下，本着“一个中心、三个统一”的经营理念，全体员工锐

意进取、不懈努力，密切围绕业务拓展、功能创新、网络布点、文化建设、愿景规划、人员培养等方面开展大量工作，努力实现

公司跨越式发展。

2018上半年度，公司不断加大招商力度，坚持先行先试，全力以赴抓落实，集中力量求突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工作思

路，深入挖掘现有客户的新业务需求，并不断引进新客户。 公司在狠抓主营业务、积极引进项目、拓展服务网络等多方面取

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通过科学的质量监控，客户满意度也得到不断提升。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全国服务网络建设， 构建面向全国的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 位于天津武清的华北物流基地已于

2017年6月底完工并通过验收，正式投入使用。 位于昆山的华东物流基地2017年3月取得施工许可证，7月完成桩基工程，9

月完成基础工程， 预计2018年8月底竣工验收。 位于成都的西南物流基地于2017年6月取得土地证，12月完成桩基工程，

2018年7月已经完成钢结构仓库的结构封顶，预计2018年12月底竣工验收。

2018上半年度，公司持续积极推动组织赋能，打造生机勃勃的团队，以畅联能力字典为核心，积极开展覆盖各层级的领

导力发展项目，包括组织"运营层能力发展实践观察活动、梯队人才AB角项目、员工能力行为事例STAR撰写与评选"等。

公司2018年已通过了ISO9001集团化认证的复审，并将进一步扩大在全国各新增网点的覆盖范围。精益第二季继续推

进，绿带橙带的培训模式已日趋成熟，并强化了精益项目的自主管理和日常化运行。“智能化自动化”作为公司发展战略被

首次明确，各种物流自动化技术在公司多个仓库开始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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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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于上海以现场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0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尹强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

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名。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总经理2018上半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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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公司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

2018-029）。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对外投资项目上半年进展汇报及下半年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同意将全资子公司上海畅链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800万元增加至3,000万元。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在武汉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在武汉设立全资子公司———武汉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6,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峰。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智能技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在金山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畅联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峰。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合资成立供应链服务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510万元，与上海智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展开合作，共同成立上海畅联智盟供应链服务有限

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登记为准)并持有51%股权，法定代表人为徐峰。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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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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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8年 8月22日于上海以现场表决

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0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形式发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许黎霞女士主持，应出席会议的

监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5名。 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所作

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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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本报告期内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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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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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491号”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2017年09月，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216.67万股，发行价为7.3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79,268,

579.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等发行费用人民币41,155,0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38,113,579.00元。 上述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为2017年9月7日，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7年9月8日

出具天职业字[2017]16858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57,536,173.35元，其中：2017年9月11日之前，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117,090,325.82元，此部分预先投入的资金

已以募集资金置换；2017年9月12日至2017年12月31日使用募集资金合计22,689,120.83元，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

30日使用募集资金合计117,756,726.70元，上述资金均投入募投项目。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金额为人民币257,536,173.35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391,004,633.30元，

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638,113,579.00元的差异金额为人民币10,427,227.65�元， 系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益金

额及累计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2017年9月7日募集资金总额 679,268,579.00

减：上市发行费用 41,155,000.00

2017年9月7日募集资金净额 638,113,579.00

减：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金额 117,090,325.82

减：2017年9月12日至2017年12月31日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22,689,120.83

减：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募投项目支出金额 117,756,726.70

加：募集资金理财产品收益金额 8,771,481.72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655,745.93

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391,004,633.3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9月7日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上述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2017年9月20日，公司及子公司昆山畅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都畅联供

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及保

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

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余额如下：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存放银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余额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

31595603003364754 活期 5,498,518.9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

试验区分行

76250188000110492 活期 6,494,994.0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行

310066137018800101668 活期 4,652,451.35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

区分行

31595603003385007 活期 20,354,450.6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

试验区分行

76250188000110738 活期 14,004,218.22

合计 51,004,633.3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

变更

拟使用募集

资金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

是否符

合计划

项目进度

西南物流中心及高端现代物流综合体项目 否 24,182.86 10,152.36 是 41.98

华东物流基地仓库建造项目 否 23,101.42 14,431.87 是 62.47

精益医疗器械及医疗试剂冷链供应链项目 否 4,875.44 912.23 是 18.71

智慧空运物流网络项目 否 3,124.56 是 -

智慧物流协同服务平台项目 否 8,257.08 257.16 是 3.02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在公司范围内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至2017年9月

11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117,090,325.82元。

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

证，并于2017年9月12日出具天职业字[2017]15353-7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净额117,090,

325.82元置换了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公司已将117,090,325.82元募集资金转至公司自有资金银行账户，完成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置换工作。 本次置换不存在变相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用途情形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

超过6个月，符合监管要求。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法律程序；中金公司已于2017年9月20日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

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中金公司已于2017年11月15日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额度的核查意见》。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34,000万元，占公司募集资

金净额的53.28%，在公司批准的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额度范围内，具体投资产品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存放银行 产品名称 存款方式 余额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稳进” 2号第

SD21803M048A期

结构性

存款

5,000.00 2018/7/17 4.5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稳进” 2号第

SD21803M048A期

结构性

存款

3,000.00 2018/7/17 4.50%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稳进” 2号第

SD21803M0078B期

结构性

存款

10,000.00 2018/9/11 4.5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定制第四期产品225

结构性

存款

3,500.00 2018/7/17 4.5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定制第四期产品225

结构性

存款

3,000.00 2018/7/17 4.5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定制第六期产品103

结构性

存款

7,500.00 2018/9/12 4.5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2018年对公结构性存

款定制第六期产品103

结构性

存款

2,000.00 2018/9/12 4.50%

合计 34,000.00

（五）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2018年1-6月，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2018年1-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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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6月，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报告。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截止日期：2018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3,811.3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11,775.67

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5,753.62

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比

例

0.00%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1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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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 诺

投 资

项目

1.西南

物 流

中 心

及 高

端 现

代 物

流 综

合 体

项目

否

24,

182.86

不 适

用

4,

157.09

10,

152.36

41.98

2018年

10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2.华东

物 流

基 地

仓 库

建 造

项目

否

23,

101.42

不 适

用

6,

449.19

14,

431.8

7

62.47

2019年

2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3.精益

医 疗

器 械

及 医

疗 试

剂 冷

链 供

应 链

项目

否

4,

875.44

不 适

用

912.23 912.23 18.71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4.智慧

空 运

物 流

网 络

项目

否

3,

124.56

不 适

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5.智慧

物 流

协 同

服 务

平 台

项目

否

8,

527.08

不 适

用

257.16 257.16 3.02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

投资

项目

合计

63,

811.36

11,

775.67

25,

753.62

未达到计划进

度原因

无

（分具体募投

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为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已使用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先期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17]15353-7

号《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验证。2017年9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预先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709.03万元。

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

无

流动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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