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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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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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达矿业 600532 *ST华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顾铁军 高欣

电话 021-68813390 021-68813390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

厦23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488号太平金融大

厦2302室

电子信箱 info@hdky600532.com info@hdky6005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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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6,515,163.80 3,025,834,749.27 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86,376,778.31 1,827,533,692.4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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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276,592.43 35,031,789.55 -2,401.56

营业收入 919,153,285.22 365,146,069.83 15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1,078,517.86 -24,945,36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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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22,284.84 -26,973,775.2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7 -1.32 减少0.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5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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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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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 非 国

有法人

26.19 135,142,264 0 冻结 135,142,264

崔之火

境内 自然

人

6.10 31,478,744 0 冻结 31,478,744

冯美娟

境内 自然

人

4.03 20,804,049 20,804,049 无 0

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 非 国

有法人

3.87 19,971,887 19,971,887 质押 19,971,887

苏州嘉禾亿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3.23 16,643,239 16,643,239 无 0

上海圣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3.23 16,643,239 16,643,239 质押 16,640,000

陈晓晖

境内自然

人

2.42 12,482,429 12,482,429 无 0

国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国通信托·

紫金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2.26 11,682,488 0 无 0

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2.16 11,143,058 0 冻结 11,143,058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金鹰25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1.74 9,002,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晶茨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崔之火先生为上海晶茨的法定代表人，除此之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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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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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上海晶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俞倪荣、谢雨彤

变更日期 2018年1月18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

2018-006号公告及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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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初基建等相关行业的回暖复苏，基础

设施建设对钢材的需求量增大，钢铁价格有所回升，刺激了铁矿

石价格短期内的小幅上涨，但此后一段时间，受到针对钢厂环保

限产政策的影响和七月下游钢材需求淡季的不确定性，大部分钢

厂无意再提高对于铁矿石的补库需求，铁矿石价格失去了上涨的

刚性驱动因素。

2018年5月，全国生铁产量环比增加738万吨，而铁矿石进口

环比增加1,122万吨，远远超过生铁增产的需求，这表明了国内铁

矿石市场供大于求的态势依然严峻。2018年6月15日，美国宣布对

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涉及1,102种商品加征25%关税，其中

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年计划有关的钢铁产品，上述政策将对我国

直接出口或间接出口的钢铁产品造成影响，后期钢铁产品将面临

较大出口压力， 从而导致国内各大钢厂减少对铁矿石需求量，造

成铁矿石价格下滑。

面对上述铁矿石行业发展现状，公司报告期内按照年初制定

的目标和战略，在有效控制经营风险的同时，保证了公司主业的

平稳运行。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312,651.52万元，同

比增加12.34%；净资产178,637.68万元，同比减少5.07%；实现营

业收入91,915.33万元，同比增加151.72%；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4,262.23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主要经营情况如

下：

（一）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战略，审慎评估经营管

理中面临的相关风险，保障了主营业务的平稳运行。 报告期内，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分别增加了供应链管理，金属材料及制品、橡塑

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

品、易制毒化学品、烟花爆竹）、机电设备及配件、食用农产品的销

售，货物运输代理，仓储、装卸服务（除危险品），煤炭经营等业

务，上述业务为公司带来营业收入89,582万元，公司参股公司金

鼎矿业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7,539.66万元，同比减少36.35%，

为公司带来投资收益909.99万元,同比减少62.03%。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平宏达及潍坊万宝因铁矿石品位较

低，开采成本高，长期处于亏损状态，为了防止亏损面扩大，有效

控制生产成本，2016年初至本报告期末， 公司上述两家全资子公

司采矿业务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按照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政府办公室通知，为深入贯彻落实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

行动方案》(环大气 〔2017〕110号)、《淄博市2017年度工业企业

冬季错峰生产调控措施实施方案》（淄政办字〔2017〕120号）相

关政策，要求临淄区相关工业企业停止生产工作，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2018-014号公告。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减排通知，为实现在

规定时间内停止排放，停止运输，原材物料密闭储存，厂区清洁无

积尘的要求，公司全资子公司临淄宏达于2018年2月1日起正式停

产， 具体内容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2018-017号、2018-021号公

告。 报告期内，临淄宏达已恢复生产。

（三）2017年1月， 公司与悦乾投资共同对宏啸科技进行增

资，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宏啸科技累计增资人民币8.1亿元，持有

宏啸科技30%的股权。 2017年1月17日，宏啸科技等交易相关方签

订了 《股份收购协议》， 通过宏啸科技收购美国MIVIP�

HEALTHCARE� HOLDINGS, � LLC公司 （以下简称 “标的公

司” ）80%股权， 交易对价预计为全额现金支付不超过30,000万

美元。 后交易相关方积极推进该投资项目进展，完成了美国外国

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和美国反垄断审查（HSR），并将首付

款1.12亿美元划至境外双方共管账户， 关于上述本公司参股公司

对外投资的具体内容及相关进展情况，详见本公司2017-001号、

2017-012号、2017-046号、2017-056号公告。

2018年1月8日，本公司参股公司宏啸科技已经完成标的公司

股权交割等相关工作。 股权交割完成后，宏啸科技合计持有美国

MIVIP� HEALTHCARE� HOLDINGS,� LLC公司80%股权。因本

公司持有宏啸科技30%股权，因此，本公司通过宏啸科技间接持

有美国MIVIP� HEALTHCARE� HOLDINGS, � LLC公司24%股

权，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18-001号公告。

报告期内，宏啸科技实现营业收入44,133.08万元，为公司带

来投资收益2,171.99万元（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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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俞倪荣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8年8月22日

公司代码：

600532

公司简称：宏达矿业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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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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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鹭钨业 股票代码 00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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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盛意 杨逢

办公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庵头工业区 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官塘镇庵头工业区

电话 0768-6972888-8068 0768-6972888-8068

电子信箱 Stock@xl-tungsten.com Stock@xl-tungst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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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2,527,086.21 421,903,294.55 8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3,229,064.50 36,970,633.43 4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9,504,477.73 33,991,472.66 4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9,470,130.27 -34,796,737.10 501.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3 34.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23 3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2% 5.36%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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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120,319.10 1,519,158,525.67 1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6,048,153.18 772,633,622.68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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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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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市众达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64% 33,379,500 33,379,500 质押 10,948,000

陈启丰 境内自然人 19.06% 32,397,750 32,397,750

潮州启龙贸易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06% 32,397,750 32,397,750 质押 25,823,000

珠海市奥创丰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8,500,000

潮州市永宣陶瓷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 3,825,000 质押 1,445,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

资源行业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3% 2,769,770

陈利泉 境内自然人 1.50% 2,550,000 质押 2,040,000

佘周鹏 境内自然人 1.50% 2,550,000

陈瑞波 境内自然人 0.93% 1,572,950

陈层 境内自然人 0.75% 1,2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陈启丰及其实际控制的众达投资、启龙有限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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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产销量持续增长，上半年钨产品价格维持在相对合理价位。 公司订

单处于供不应求，产销两旺。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77,252.71万元，同比增长83.11%，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22.91万元，同比增幅为43.98%；所得税费用738.57万元，销售

费用435.57万元，管理费用3,988.31万元，财务费用1,092.82万元。

1、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

（1）完成大余隆鑫泰生产设备技改更新，助力公司销售增长

公司上半年以本部为标准，对隆鑫泰生产设备进行工艺升级改造，仲钨酸铵（APT）、

钨粉和碳化钨粉已恢复正常生产，减少公司对外购APT的依赖，同时粉末端也助力公司销

售的增长。

公司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管理对接与磨合，使得隆鑫泰在生产管理、采购、销售等各环

节也已基本融入。 通过多途径宣导及培训，来加强原隆鑫泰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通过对考

核目标的重新明晰，设定新目标，并用更高标准来要求，给员工一个“大展拳脚” 的打好机

会，以提高并购后团队的融入速度。

（2）精密制造公司已达试生产状态，刀具小批量投放市场

近年来，切削加工的新技术发展迅速，硬质合金刀具需求剧增，已成为先进制造技术重

要的基础工艺之一，也是金属加工企业开发新产品、新工艺、应用新材料和建立创新体系不

可缺少的关键技术。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翔鹭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目前管理团队已初步搭

建完成，相关技术储备及主要设备也已到位，已开始试生产，已有小批量刀具投放市场，市

场反馈良好，未来会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3）质量产量稳步增长，市场认可度提高

上半年硬质合金继续加大了技术力量的提升，开展了精细质量管理的工作；通过自主

技术创新，改进了多项生产工艺，生产流程得到更好优化，合金产品性能，质量进一步稳定，

产品良品率一步提升，市场认可度提高。逐步在市场上形成了一定的品牌效应。生产工艺和

新材料的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新的进步；通过不断的技术开发，成功的推出含纳米稀土的

超细合金PCB加工铣刀钻头新材料， 整体性能指标达到市场先进水平， 得到了多家客户认

可。

（4）完成本部全自动化粉末新车间的建设，增强产品质量稳定，提高客户交货反应。

本部全自动化粉末新车间的建设已于上半年完成。 通过对设备的改造，将有利于提高

公司产品质量稳定性，减少生产过程对人员的需求与依赖。 同时，对现场环境的改善，生产

成本的降低都有积极影响。 新车间的完工，将有效缓解公司订单交付的压力，也为未来的销

售和业绩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2、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坚持以“厚德载物，诚信致远”为企业的发展基石，以“高品位的企业” 和“高品质

的产品” 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坚持实施技术领先的差异化战略和强化管理降低成本的成

本领先战略，以做精、做专、做实为原则，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钨制

品公司。

（1）打造智能化生产，提升发展质量计划

以设备智能化、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管理信息化的深度融合为重点，加快碳化钨、硬质合

金及精密工具生产线装备的更新改造，促进企业向高端制造升级。 力争工艺技术装备、产品

质量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强化公司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加大对控股子公司大余隆鑫泰钨矿山的建设和升级工作， 加快推进采选装备技改，推

动机械化、自动化矿山建设，尽快实现矿山的收益。

（2）加大高端制造投入，逐步实现进口产品国产化。

在高端硬质合金工具应用领域，国外优秀企业不仅掌握着全球主要市场，且拥有较高

的定价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翔鹭精密制造将瞄准行业发展的科技前沿，逐步加大对下

游终端应用领域的布局与投资，加强对产品的创意研发与新产品开发力度，不断研发技术

含量高、质量稳定的产品，努力缩小与国际先进公司的差距，逐步实现进口替代。

（3）钨资源整合收购计划

我国钨矿资源的分布主要位于湖南、江西、甘肃等地区，2017年在江西大余县人民政府

的牵头下，公司顺利完成了对大余隆鑫泰钨业51%股权的收购，使得公司的产业链更加的完

善。 我国钨矿山“多、散、小、弱”的局面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公司将在机会成熟的情况下，努

力推进国内钨矿山资源整合收购工作。 同时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积极参与全球矿业投

资和产业布局，推进企业的的全球化发展。

（4）新材料研发及成果产业化计划

产品研发方面，公司将坚持自主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工艺水平，继续加大研发

投入力度，充分利用本公司的人才和技术优势，不断增强公司的自主研发能力，并通过积极

承担国家级任务、课题等研发项目，强化与业内知名院校、科研单位的合作，建立并完善具

有竞争力的人员培养和研发制度，从人、财、物和制度等方面巩固公司的持续创新能力。 未

来公司将保持并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国内外碳化钨粉的技术领先优势，同时在合金材料及刀

具产品领域将重点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

（5）营销网络建设计划

氧化钨、碳化钨粉及硬质合金产品公司会加大与现有客户的合作，利用现有的品牌及

高端市场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优势，进一步深化品牌战略，完善营销网络，巩固和提高产品的

市场份额。 针对精密切削工具制造类产品，公司在营销策略上，会由原来的大部分直销的基

础上增加经销渠道的比例，精密公司会加大经销力度，积极开发拓展市场，发展更多客户资

源，加强企业竞争优势。

（6）人力资源发展计划

公司始终将人才引进和培养放在企业管理的核心位置，加大招聘院校毕业生，以及聘

请有经验的管理技术人才来增强公司的软实力。 同时逐步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立良

性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为公司未来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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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002842

股票简称：翔鹭钨业 公告编号：

2018-040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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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

议（以下称“本次会议” ）于2018年8月23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启丰先生主

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报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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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以及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广东翔鹭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广东翔鹭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翔鹭精密” ）经营发展的资

金需要，缓解其融资难度，同意公司向翔鹭精密提供借款，额度为8,000万元，借款期限为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一年，在上述期限内，公司向翔鹭精密提供的借款额度可循

环使用，借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

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3、 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期的议案》。

结合当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年产

3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期延长一年，即延期至2019年7月；将“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的建设期延长一年，即延期至2019年7月。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4、 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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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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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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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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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于2018年8月23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全体监事现场出席会议并表决。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姚明钦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并表决，通过如下事项：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半年报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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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以及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是基于生产建设规律、募投项目实施

进度等客观因素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变化，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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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18上半年度，在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管理上，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执行，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综合需要，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 募集资金的使用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监事

会同意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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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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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期的议案》，现就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3106号） 文核准， 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2,5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1.42元，发行新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5,

500,000.00元， 扣除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销及保荐费人民币27,000,000.00

元后，公司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 258,500,000.00元，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

月11日汇入公司的银行账户。再扣除本次发行直接相关费用人民币10,486,300.00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8,013,700.00元。 公司以上募集资金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正中珠江” ） 审验， 并出具了 “广会验字 [2017]

G14000340425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公司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

理。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变更后投资项

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变更后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资

金额

投资进度

（%）

项目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年产600吨特种

硬质合金产业

化项目

是

年产300吨特种

硬质合金产业

化项目

19,329.45

11,829.45 11,816.72 99.89% 不适用

特种硬质合金

材料及高精密

硬质合金工具

智能制造项目

7,500.00 7,505.22 100.07% 不适用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3,000.00 3,000.00 1597.55 53.25% 不适用

偿还银行贷款 否 偿还银行贷款 2,471.92 2,471.92 2,471.92 100.00% 不适用

合计 24,801.37 24,801.37 23,391.41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的金额为23,391.41万元。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1、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本次调整前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次调整后预计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1 年产3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 2018年7月 2019年7月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18年7月 2019年7月

2、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1）年产3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

截至2018年6月30日，行业基本面未发生不利变化，项目仍在有序进行，部分子工程正

陆续达到可使用状态、部分已投入使用产生效益，但由于项目所需部分设备属于专业定制，

设备供应商生产设备所需时间较长，尚未匹配到位。 同时，由于在该募投项目建设前期，部

分工程所在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等尚未全部到位， 致使项目的建设进程有所延缓，目

前项目的建设工程已在正常进行。基于客观因素，总体项目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为了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经审慎研究论证拟将“年产3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 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19年7月。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为把握行业发展机遇、结合公司发展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该项目拟分期建成

投产， 公司经审慎研究论证拟将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19年7月。

公司将加快建设和投产步伐，争取募投项目早日产生预定效益。

3、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长期利

益。 本次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从长远来看，本次调整

将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使用募集资金，保证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有助于公司业务整体规

划及长远健康发展。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审批程序

1、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18年8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期的议案》，结合当

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年产300吨特种硬

质合金产业化项目”的建设期延长一年，即延期至2019年7月；将“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建

设期延长一年，即延期至2019年7月。

2、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本次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期是基于生产建设规律、募投项目实施

进度等客观因素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变化，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期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全体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通过《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期的议案》。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延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期是基于生产建设规律、募投项目实施

进度等客观因素做出的审慎决定，仅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限的变化，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期的事项，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建设规模和

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建设延期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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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延长募投项目建设期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建设期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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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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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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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证监许可[2016]3106号），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1.42元，共计募集

资金人民币285,500,000.00元， 已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1日汇入公司的

3个银行账户，分别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账号：9550880019170900249)人民

币30,000,000.00元、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账号：698990697)人民币193,

294,500.00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 (账号：726368196410) 人民币35,205,

5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37,486,3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48,013,700.00元。 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7年1月11

日出具了广会验字[2017]G14000340425号《验资报告》。 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7,480,366.45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6,807,772.3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和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最大限度的保障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本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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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结合公司情况， 制订了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 )。

2017年2月15日，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潮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7年11月9日， 公司分别与子公司广东翔鹭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及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监管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

以下账户：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专户存储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

行

698990697 2,353,250.09（含利息）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营

业部

9550880019170900249 4,454,522.21（含利息）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分行营

业部

726368196410 -（含利息）

广东翔鹭精密制造有限

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

行

605751005 -（含利息）

合计 6,807,772.30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

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均符合《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证券监管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三、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67,480,366.45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8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以总额人民币4,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使用

期限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

此发表同意的意见。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

000万元，其中3,000万元已提前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1,000万元尚未归还

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5、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6、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7、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 本公司尚有6,807,772.30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16,807,772.30元， 其中6,807,772.30元存放于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10,000,000.00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内，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

披露的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违规的情况。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3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广东翔鹭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24,801.37万元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3,391.41万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7,500.00万元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3,391.41万元。 其中：2017年度使用16,643.36万元，

2018年1-6月使用6,748.04万元。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7,500.00

万元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30.24%

承诺投资

项目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变更后投资项目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变 更 后

承 诺 投

资 金 额

（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 至 期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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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1

年 产 600

吨特种硬

质合金产

业化项目

是

年产300吨特种硬质

合金产业化项目

19,

329.45

11,

829.45

2,

753.24

11,

816.72

99.89%

不适

用

338.58 是 否

特种硬质合金材料

及高精密硬质合金

工具智能制造项目

7,

500.00

3,

282.83

7,

505.22

100.07

%

不适

用

-201.

03

否 否

2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

000.00

3,

000.00

711.97

1,

597.55

53.25%

不适

用

0 是 否

3

偿还银行

贷款

否 偿还银行贷款

2,

471.92

2,

471.92

0

2,

471.92

100.00

%

不适

用

不适用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4,

801.37

24,

801.37

6,

748.04

23,

391.41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年产3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计划建设期为1.5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于2017年1月到位， 因此项目实施进度有所顺延。 截至2018年6月30

日止，该项目建设尚未完工。 2：特种硬质合金材料及高精密硬质合金工具智能制

造项目计划建设期为3年，该项目的实施于2017年9月8日经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该项目建设尚未完工，未投入生产

运营，效益未形成。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提升新产品研发能力和技

术改造能力，不直接生产产品，其效益从公司研发的产品中间接体现。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2017年3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本次变更部分实施地点的募投项目是公司

募集资金项目之一：年产6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 该项目的原实施地点

为广东省潮州市深圳（潮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径南分园（以下简称“径南工业

区” ）。 公司原拟将径南工业区作为年产600吨特种硬质合金产业化项目的实施

地点，但目前由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尚未配套到位，致使该园区目前尚不能满

足上述募投项目投产的需求。 为了优化硬质合金生产效率， 满足产能扩大的需

求，公司决议变更部分生产工序实施地点为公司本部。 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

构对此发表同意的意见。 2、2017年12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议

案》，公司拟将募投项目“特种硬质合金材料及高精密硬质合金工具智能制造项

目”的原实施地点在“广东省潮州市凤泉湖工业区” 部分变更为“东莞市长安镇

厦岗社区复兴路35号复兴工业园” 。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主要原因

是东莞市是国内硬质合金切削工具的主要交易集散地， 将部分募投实施地点变

更于此，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硬质合金生产效率，满足产能扩大的需求。 独立

董事、保荐机构对此发表同意的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2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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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募集资金2,119.77万元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017年3

月2日已完成募集资金置换，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8月2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7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总额人民币4,000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其流动资金，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自经公司

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到期将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此发表同意的意见。 截至2018年6月30日

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4,000万元，其中3,000万元已提前

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剩余1,000万元尚未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2018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人民币6,807,772.30元，加上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6,807,772.30元，占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6.78%。 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的原因是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建设中，部分款项尚未结算，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后续将继

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

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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