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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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 股票代码 00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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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易得 贡妍妍

办公地址 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大道 河南省新郑市薛店镇世纪大道

电话 0371-62583588 0371-62583825

电子信箱 wuyd@chu-ying.com gongyy@chu-y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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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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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334,196.00 2,522,820,220.13 2,522,820,220.13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8,802,401.77 460,332,969.46 128,677,586.12 -49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79,029,073.68 411,743,508.16 80,088,124.82 -82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2,351,547.99 -228,811,021.42 -236,893,466.16 369.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23 0.1468 0.0410 -495.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23 0.1468 0.0410 -495.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0% 8.58% 2.47% -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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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43,905,492.27 22,859,876,179.18 22,859,876,179.18 9.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402,262,125.38 4,963,753,998.54 4,963,753,998.54 -11.31%

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口径与2017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口径不同， 按照相关规

定，将公司2017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按照经审计的2017年度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口径进行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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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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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建芳 境内自然人 40.20% 1,260,341,191 955,761,318

质押 1,243,469,978

冻结 24,231,211

侯五群 境内自然人 2.83% 88,823,370 66,617,527 质押 88,260,000

候斌 境内自然人 2.76% 86,400,000 64,800,000 质押 86,400,000

侯杰 境内自然人 1.50% 47,160,960 35,370,720 质押 47,160,960

侯建业 境内自然人 1.50% 47,160,960 35,370,720 质押 46,770,000

深圳市聚成企业管理顾

问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0% 34,469,622 0 质押 34,469,622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长安信托－股东

增持37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08% 34,000,000 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长安信托－股东

增持36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03% 32,242,559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

司－骏惠5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90% 28,165,968 0

#胡伟霞 境内自然人 0.64% 20,190,075 0 质押 5,593,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侯五群先生为侯建芳先生之叔叔，候斌女士为侯建芳先生之堂妹，侯杰先生和侯建业先生为

侯建芳先生之弟弟；深圳市聚成企业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为侯建芳先生一致行动人；长安

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股东增持3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系公司董事长侯建芳

先生及侯建业先生与侯杰先生所成立；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股东增持3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系侯五群先生、候斌女士、李花女士、吴易得先生、杨桂红女士、司海坤先

生共同成立。 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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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伟霞在其信用证券账户中持有公司股份13,520,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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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

司债券

14雏鹰债 112209 2019年06月25日 79,778.7 8.80%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6雏鹰01 118535 2019年03月08日 60,000 7.20%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非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6雏鹰02 118668 2019年05月05日 64,000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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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1% 71.81%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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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 3.27 -9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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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禽水产养殖业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号———上市公司从事畜禽、水产养殖业务》的

披露要求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行原有战略规划，以生猪养殖业务为主，农产品贸易、食品加工、互联网平台

围绕生猪养殖同步发展。

1、生猪养殖及农产品贸易板块

（1）生猪养殖业务

公司生猪养殖基地主要位于吉林省洮南市、内蒙古乌兰察布（商都县、察哈尔右翼中旗、察哈尔右翼

后旗）、西藏米林县、河南省新郑市、三门峡（陕州区、渑池县、卢氏县）、开封尉氏县、新乡卫辉市、安阳滑

县、许昌襄城县等地。公司生猪养殖板块主要产品为生猪产品（包括商品肉猪、商品仔猪、二元种猪）。同

时，为了满足人们对生猪产品差异化的需求，公司在河南省三门峡与西藏林芝地区分别建设生态猪、藏

香猪养殖基地，可有效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2）生猪产能规划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建设完成产能315万头，正在建设中的产能536万头。

2018年底公司计划实现能繁母猪存栏26.30万头，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能繁母猪存栏17.43万头，完

成全年目标的66.28%，为未来公司产能的加速释放奠定扎实的基础；此外，报告期内，管理层主抓生产，

深耕养殖技术，生猪养殖效率得到明显提升，窝产量及成活率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

（3）养殖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对原有“雏鹰模式” 进行优化升级，由合作方负责养殖场建设、设备投资、外部

协调及日常维护、维修、粪污处理等，公司负责养殖场的土地租赁、合规性手续办理，农户主要负责单个

猪舍的精细化管理，养殖过程中采用“六统一”的方式由公司统一管理。 新模式下，一方面能够调动参与

者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保障食品安全，增加相关方的收益；另一方面减少了公司固定资产的投入，提高养

殖机械化程度，提升养殖效率。

（4）农产品贸易业务

不同于传统的畜牧养殖企业，公司在进行原料收储、饲料生产的同时，依托粮食原产地及公司特有

的期货玉米集团交割库信息化优势、自有铁路线的低成本便捷优势、国储粮专项合作等资源优势，积极

开展粮食贸易的国内及国际业务。 一方面吉林雏鹰具有地域优势，处于全国粮食主产区，粮食资源丰富，

保证上游原材料的稳定性，目前拥有25个粮仓，仓储量可达30万吨；另一方面公司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

化灵活调整采购与销售产品的种类和结构，灵活调节粮食贸易与自用饲料生产的比例，实现既可以规避

市场风险，又为公司整体原料成本控制保驾护航。

公司全资子公司进出口贸易，在开展内贸业务的同时，积极对国外市场进行调研，适时开展国际贸

易业务；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雏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二连浩特、汕头等地自贸区设立子公司，利用自

贸区的政策优势，开展粮食贸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生猪养殖及农产品贸易板块实现营业收12.93亿元，占本期营业收入的52.77%。

2、食品加工及互联网平台板块

（1）随着公司全产业链模式下游衍生环节逐步完善，已经对下游业务形成有效拓展，推出鲜冻品、

肉制品、高端发酵火腿三大产品系列。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针对速冻肉制品渠道开发纯肉肠、五目肠、培

根、猪排等速冻产品；并潜心研究市场，以中国传统的中式酱卤产品作为重要发展方向，进行热酱卤产品

专卖渠道产品设计开发。

（2）公司控股子公司微客得科技通过投资沙县小吃易传媒文化有限公司，致力于线上线下互联、客

群数据入库互联、客群关系维护等，并借此实现了全产业链资源整合和目标客群精准互动。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新融农牧以猪博士为入口的“互联网+养猪”生态圈不断完善，受国家宏

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环境变化的影响，战略重心调整为以科技服务为主，其他业务为辅，在重点做好

养猪生态圈基础建设的前提下,适当拓展业务，同时为公司管理升级提供科技支撑。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合资讯致力于发展以政府为主结合地方农业龙头企业及金融服务机构等社会各

方力量，健全从源头采购到生产、从仓储物流到销售的全程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严把从农田到餐桌每一

道产品质量关，搭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监控平台，全力为生鲜农副产品流通渠道快速搭建起推动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食品加工、互联网平台板块及其他版块实现营业收入11.57亿元，占本期营业收入

4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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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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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及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对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半年度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2017年半年度调整后金额

营业税金及附加 8,058,088.57 561,488.70 8,619,577.27

管理费用 184,291,304.70 2,048,711.74 186,340,016.44

财务费用 263,192,753.05 13,956,447.60 277,149,200.65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515,325,010.78 -423,792,103.74 91,532,907.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0,332,969.46 -331,655,383.34 128,677,5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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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截止2018年6月30日，本期无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本期出售子公司股权情况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比例（%） 股权处置方式 丧失控制权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确定依据

河南杰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5% 转让 2018/4/30 协议约定

郑州展翼计算机科技有限公

司

51% 转让 2018/6/30 协议约定

3、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认缴出资比例

雏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4月 100.00%

雏鹰贸易（汕头）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1月 100.00%

佳木斯雏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1月 100.00%

上海东元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设 2018年2月 100.00%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建芳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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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

生的通知，获悉其所持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轮候冻结情况

（一）本次轮候冻结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侯建芳 是 1,260,341,189 2018年8月21日 36个月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100%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侯建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60,341,1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20%，累计被冻结

的股份为1,260,341,1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20%。

二、其他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情况，

公司和侯建芳先生尚未收到有关部门对其资产进行查封、冻结的书面通知，公司和侯建芳先生将就以上

事项进行查证、核实，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并对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与控股股东侯建芳先生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均保持独立，不会对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目前暂未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上述

事项的进展，并督促公司积极协商解决该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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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雏鹰农牧 公告编号：

2018-101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雏鹰农牧” ）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雏鹰农牧，证券代码：002477）自2018年6月22日（星

期五）开市起停牌，具体详见2018年6月22日、6月29日、7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由于涉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且新增并购标的，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7月13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具体详见2018年7月13日、7月20日、7月27日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2018年8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13日（星期一）开市

起继续停牌，具体详见2018年8月10日、8月1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随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顺利推进， 近日公司聘请北京经纬东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评估机构，对相关交易标的进行评估。

截至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进行磋商沟通，有关各方及相

关中介机构正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所涉及的尽职调查等各项工作。

鉴于上述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有关

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24日（星期五）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推进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并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至少每5个交易日披露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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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3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

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18年8月11日通过书

面、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实际出席董事11人。 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董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2018年8月2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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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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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3日上午以现场结合通讯的表决方

式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8年8月11日以书面、电

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本次监事会决议如下：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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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2018年8月2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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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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朋股份 股票代码 0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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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君 顾俊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1698号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1698号

电话 86-21-31166512 86-21-31166512

电子信箱 xinpengstock@xinpeng.com xinpengstock@xinp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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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412,797.23 1,840,973,876.87 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6,012,245.72 49,375,135.20 1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9,436,422.28 37,652,720.06 4.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9,015,532.37 116,047,146.94 71.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1% 2.1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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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35,165,280.28 3,995,884,862.26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34,884,536.44 2,399,326,916.68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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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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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琳 境内自然人 36.38% 163,000,000 122,250,000 质押 104,300,000

姜素青 境内自然人 1.26% 5,66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4% 1,963,800

叶高荣 境内自然人 0.28% 1,275,000

陈宝琳 境内自然人 0.27% 1,200,000

骆枫 境内自然人 0.23% 1,042,540

陈芳芳 境内自然人 0.21% 957,000

郑少生 境内自然人 0.20% 907,300

苗福强 境内自然人 0.20% 904,218

吕德晖 境内自然人 0.20% 89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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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骆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00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41,

540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1,042,540股；公司股东陈芳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29,900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727,100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957,000股；公司股东郑少生

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907,300股，共计持有公司股份907,300股；公司股东吕德晖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000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93,600股，共计持有公司

股份896,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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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坚定 “科创立企、新朋智造” 的发展规划，充分挖掘

市场潜力，加强成本管控，提升产品质量，稳步发展主营业务。

公司各项业务均平稳发展，汽车零部件业务、金属及通信零部件

业务根据订单情况有序推进，整体运营情况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198,341.28�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7.74�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601.22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13.44%。

报告期内，公司参投的金浦产业基金新增项目投资：

(1)2018年4月20日以人民币5,000万元投资安洁士环保（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投后占比为7.14%，其主营为油田领域各类高难度废

液与废固处理及大型市政、工业供水及油污泥深度处理工艺技术；

(2)2018年 6月 21日 ， 以美元 1,000.00万元投资美国ERX�

Pharmaceuticals，投后占比8.33%，其主营致力于肥胖症、糖尿病及

相关疾病新药研究；

(3)2018年7月30日， 以人民币6,000.00万元投资广州益诺欧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投后占比9.09%,�其主要为工业废水处理提供工程

建设和托管运营服务。

截至2018年6月底， 金浦产业基金已投项目未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其中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聚杰微纤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已申报。

报告期内，公司参投的汇付创投新增主要投资：

(1)2018年1月以人民币1,080万元投资贵州金百合数据服务有

限公司，投后占比9.00%，其主要业务为银行及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

线下商户拓展、布放机具、后期维护等一系列外包服务;

(2)2018年5月以人民币1,792.51万元投资深圳法大大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投后占比4.63%，其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O2O电子商务

企业及个人提供在线合同缔约、证据托管的开放式SaaS服务平台;

(3)2018年6月以人民币2,100.00万元投资上海暖友实业有限公

司，投后占比6.00%，其主要生产暖贴等自发热产品;

(4)2018年6月以人民币257.86万元完成对汇付锦翰的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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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估计变更

公司于2018年5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11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公司拟从2018年6月1日起，

对部分固定资产折旧进行调整：

1、房屋装修及改造：原10-20年变更为6-20年；

2、机器设备：原10年变更为5-10年；

3、专用设备：原5年变更为3-5年，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适用未来

适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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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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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

14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14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在上海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

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8月1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应

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宋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 审议并通过了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总

裁工作细则》。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总裁工作细则》。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实际情况，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公司管理，优化管理

流程，根据总裁提议，公司决定对组织机构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组织

机构图详见公司2018年8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14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14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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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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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第9次会议于2018年8月22日在上海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

于2018年8月10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3人，

实际到会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维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

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监事会对2018年半年度报告进

行了核查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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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9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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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根据公司发展实际情

况，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公司管理，优化管理流程，于2018年8月22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1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

机构的议案》，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附件：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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