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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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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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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益科技 600183 生益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唐芙云

电话 0769-22271828-8225

办公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莞穗大道411号

电子信箱 tzzgx@sy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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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14,103,452.13 12,885,924,860.59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85,679,293.15 6,402,503,408.72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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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792,522.59 428,107,485.68 151.99

营业收入 5,972,960,053.46 5,807,430,941.81 2.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8,851,216.28 532,841,757.67 1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91,948,985.94 481,962,433.34 2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70 8.78 增加0.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5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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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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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86 366,946,417 0 无

东莞市国弘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79 343,820,394 0 无

伟华电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99 326,283,920 0 无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46 162,418,122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3.27 71,246,536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2.05 44,676,530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未知 1.00 21,841,637 0 未知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未知 1.00 21,674,174 0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淡水泉精选1期

未知 0.84 18,324,020 0 未知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自有

资金

未知 0.74 16,053,514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属于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

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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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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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上半年生产各类覆铜板4,363.2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0.99%；生产半固化片5,799.33万米，比上年同期减少0.24%；生产

印制电路板489.49万平方英尺， 比上年同期减少11.81%。 销售各类覆铜板4,336.73万平方米， 比上年同期增加4.02%； 销售半固化片5,

825.72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2.13%；销售印制电路板463.62万平方英尺，比上年同期减少15.46%。 实现营业收入597,296.01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加2.85%。 其中：

1、陕西生益生产各类覆铜板971.3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0.97%；生产半固化片589.65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28.42%；销售各类覆

铜板954.69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加2.97%；销售半固化片587.82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26.23%。 实现营业收入为89,952.35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5.28%。

2、苏州生益生产各类覆铜板991.19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9.57%；生产半固化片2,371.11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14.12%；销售各类

覆铜板1,025.9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减少2.02%；销售半固化片2,355.10万米，比上年同期增加11.58%。 实现营业收入为109,371.55万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08%。

3、 生益电子生产印制电路板489.49万平方英尺， 比上年同期减少11.81%； 销售印制电路板463.62万平方英尺， 比上年同期减少

15.46%。 实现营业收入128,279.0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04%。

（二）经营情况分析

2019年上半年，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充满了不稳定性，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地区间贸易摩擦争端不断，全球经济放缓。在发达国家中，随着

减税法案带来的支出动力逐渐减弱，美国经济增长动能也逐渐减弱，美联储停止加息，市场对降息的预期也逐渐升温；欧盟制造业疲软，传

统经济强国意大利、德国增速下降，英国脱欧仍是欧盟内部最主要的不确定性。 对比发达经济体日益加剧的下行压力，新兴经济体整体表

现较稳，贸易壁垒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暂未显现。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上半年运行总体保持平稳，GDP增速达6.3%，工业生

产基本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比重有所提高，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减税降费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但下半年仍然面临较大下行风险。电

子行业受宏观环境影响，消费电子无特别亮点，汽车电子有较大程度下滑，5G商用所带动的通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需求增长值得期待。

在公司经营方面，今年1月受时节性因素影响，市场需求较为平稳，从2月份开始，由于市场需求整体放缓，情况不容乐观。4月份随着国

内经济回暖，市场需求有所回升。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环境，公司及时调整销售策略，优化产品销售结构，加大力度推进高频高速产品的推

广和认证，内部改造生产设备，并通过集团各子公司以及公司内部各部门的联动和协同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

在原材料供应端，较好地抓住了市场的拐点，与战略供应商进行深度合作，开拓了量价双赢的局面；大力开拓海内外市场，积极推进高

频高速、汽车电子、软板等领域的认证；研发积累了多年的技术沉淀，在汽车雷达和软板高频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突破。 在内部管理方

面，继续深入推行智能制造和精益生产，进一步提升制造能力；深化实践具有生益特色的“阿米巴经营” 模式2.0，提高人均产出、降低生产

成本；结合工作分析和流程优化，并加强以“价值”与“贡献”为导向的绩效管理模式，整体提升公司人力资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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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附注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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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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投资者现场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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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提高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治理水平,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公司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

流,公司定于2019年8月15日下午举行投资者现场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活动时间:� 2019年8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17：00

2.活动地点：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西路5号松山湖办事中心二楼阶梯培训室

3.召开方式：现场

4.接待人员：董事长刘述峰先生、董事会秘书唐芙云女士

届时将针对行业的发展状况、公司战略及经营情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现场沟通和交流,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

见和建议。

为更好安排活动，提高活动效率，请有意参与本次活动的投资者提前报名。

报名时间：2019年8月13～14日，8：30至12：00、13：30至17：30；

报名电话：0769-22271828-8225；邮箱：tzzgx@syst.com.cn。

请广大拟参与活动的投资者在2019年8月15日前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进行报名登记，并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心的问题提前反馈

给公司（报名表请详见附表）。

欢迎广大投资者莅临交流与指导。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附表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8月15日投资者现场接待日活动报名表

投资者姓名 投资者单位 手机号码 拟提问题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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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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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6月30日和2018

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总额，以及2019年1-6月和2018年1-6月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一、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公司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

要求编制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情况

2019年8月12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及对

公司影响的议案》，同意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表决情况：全体董事（11名）表决同意，全体监事（3名）表决同意。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计入“应收票据” 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2、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计入“应付票据” 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3、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

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4、将“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5、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

其中，对于上述第1、2条列报项目的变更，本公司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对于第3条，不追溯调整上年比较数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9年6月30日和2018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总

额，以及2019年1-6月和2018年1-6月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后续发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

规定执行。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

行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

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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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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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事项不需提交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生益科技”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未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会议应

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 该议案关联董事许力群、邓春华、刘述峰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此项议案。 该议案不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储小平、陈新、欧稚云、李军印事前认可了本次交易，并在董事会上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关联交易定价政策与

定价依据合理、充分，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价格；定价公允，体现了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在对上述议案表决时，

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持续性业务，日常关联交易

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公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规合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公司监事会认为：此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利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没

有损害股东的利益。

（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2019年1-6月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关联人

2019年度的预计值

（元）

2019年1月-6月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

采购货物 原材料 天启新材 50,000,000.00 38,099,146.05 1.19

销售产品、商

品

销售废料 东莞万容 8,000,000.00 4,302,619.90 7.05

合计 - - 58,000,000.00 42,401,765.95 -

（三）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增加情况

由于公司对采购扬州天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启新材” ）材料的需求增加，以及增加向东莞市万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简

称“东莞万容” ）销售废料，因此，根据上半年实际发生的交易额情况及对下半年材料需求及废料处理的判断，对2019年度与天启新材和

东莞万容关联交易的预计额度增加如下：

关联

交易

类别

按产

品或

劳务

等进

一步

划分

关联

人

2019年度原先

的预计值（元）

2019年度增加

后的预计值

（元）

本年年初至

2019年7月31日

与关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金额

（元）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2018度实际发

生金额（元）

占同

类业

务比

例

（%）

本次预

计金额

与上年

实际发

生金额

差异较

大的原

因

采购

货物

原材

料

天启

新材

50,000,000.00

100,000,

000.00

46,424,031.66 1.22 20,166,622.42 0.28

材料的

需求增

加

销售

产品、

商品

销售

废料

东莞

万容

8,000,000.00 9,000,000.00 4,986,274.15 6.92 8,079,329.51 6.18 -

合计 - - 58,000,000.00

109,000,

000.00

51,410,305.81 - 28,245,951.93 - -

二、关联关系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拥有公司或公司拥有股

权比例

扬州天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自然人重大影响的公司 -

东莞市万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关联公司参股公司 -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扬州天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春晖

成立日期：2010年6月25日

注册资本：4,105.30万元

住所：江苏省仪征市青山镇创业路9号-3

经营范围：氰酸酯树脂产品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

2、东莞市万容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东莞市石碣镇涌口宝丰路

注册资本：6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志勇

经营范围：废物处理设备的技术开发与应用；线路板及边角料的加工、铜箔的加工。

履约能力：本公司的关联公司履约能力强,历年来均未发生向本公司支付款项形成坏账的情况,根据经验经综合分析,未来也没有形

成坏账的可能性。

三、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包括市场价、协议价和成本加成价三种定价原则。主要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如没市场价，按成本加成定价；如

没市场价，也不适合采用成本加成定价的，则经双方协商定价。

四、本关联交易议案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本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提供保障，有利于公司产品的市场开拓，有利于公司固体废物处理，同时亦能提高本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所有交易均按业务合同执行，条款基本为标准化条款，不区分关联或非关联交易，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协议签署时间、生效条

件等遵循《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600183

公告编号：

2019

—

055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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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682号）核

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生益科技” ）于2017年11月24日公开发行了1,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

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800,000,000.00元，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与保荐费用人民币24,200,000.00元（保荐费用和承销费

用人民币22,830,188.68元，税款人民币1,369,811.32元）后，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1,775,800,000.00元，上述资金

已由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于2017年11月30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上述到位资金扣除公司于2017年6月23日预付保荐费人民币1,000,000.00元 （保荐费人民币943,396.23元， 税款人民币56,603.77

元），再扣除债券登记费、律师、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合计3,489,000.00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3,

291,509.43元，税款人民币197,490.57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72,934,905.66元。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广会验字[2017]G16041320195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772,934,905.66

加：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4,532,550.72

减：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700,000,000.00

募投项目投入 777,631,653.4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09,835,802.98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777,631,653.40元（其中2019年上半年使用金额为288,639,643.68元，2018年度使用

金额为488,992,009.72元，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为0.00元），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为14,532,550.72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账户

余额合计为309,835,802.98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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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7年4月21日，

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修订了《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017年12月19日，公司与东莞证券在东莞市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东莞分行” ）、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7年12月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和《关于对陕

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采用增资方式，将70,000万元募集资金划转至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投项目“高导热与高密度印制线路板用覆铜板产业化项目（二期）” 项目实施主体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生益” ）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陕西生益与东莞证券于2018年1月15日与交通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2018年7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和《关于对全资子公

司江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展情况采用增资方式，将90,000万元募集资金划转至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投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实施主体江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生益”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九江开发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江西生益与东莞证券于2018年9月4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市分行（以下简

称“建设银行九江分行” ）签订了四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专户中，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及四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职责。 截至

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万江支行 44050177610800000668 157,216,894.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8114801012500198246 2,526,079.4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395000100100586687 60,872,353.5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分行 614899991010003056406 19,013,514.1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开发区支行 36050164016409668899 70,206,961.79

合计 309,835,802.98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777,631,653.40元，其中2019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288,639,643.68元，2018年度使

用募集资金488,992,009.72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详细使用情况见本报告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为了充分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经董事会及

监事会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同意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审批时间 补流主体 补流金额 归还金额 归还截止日期 归还完成日期

2017.12.27 生益科技 30,000 30,000 2018.12.26 2018.12.10

2017.12.27 陕西生益 25,000 25,000 2018.12.26 2018.12.24

2018.03.01 生益科技 40,000 40,000 2019.02.28 2019.02.25

2018.04.18 陕西生益 20,000 20,000 2019.04.17 2019.04.01

2018.07.18 陕西生益 10,000 10,000 2019.07.17 2019.07.11

2018.12.13 生益科技 25,000 0 2019.12.12 -

2019.03.25 生益科技 20,000 0 2020.03.24 -

2019.04.02 陕西生益 15,000 0 2020.04.01 -

合计 185,000 125,000 -

截至公告披露日，生益科技及陕西生益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6亿元，均尚未到期。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经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同意意见，公司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并授权公司总会计师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调整协定存款的余

额，期限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根据前述审议情况，公司分别与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陕西生益与交通银行，江

西生益与建设银行九江分行签订了协定存款相关协议。

公司将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但未投资相关产品，截至2019年6月30日，以协定存款方

式存放的存款利息是14,257,729.45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7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为保证全资

子公司陕西生益有充足资金顺利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高导热与高密度印制线路板用覆铜板产业化项目（二期）” ，保障募投项

目能按计划进度完成，尽快产生经济效益，同意公司向陕西生益增资7.00亿元人民币，将募集资金划转至项目实施主体陕西生益，董事会

将根据该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实施增资计划。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向陕西生益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划转募集资金7.00亿元。

2018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江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议案》，为保

证全资子公司江西生益顺利实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年产3,000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 ，保障募投项目能按计划进度完成，尽快产

生经济效益，同意公司向江西生益增资9.00亿元人民币，将募集资金划转至项目实施主体江西生益，本次增资后江西生益的注册资本将由

5.00亿元人民币增加至14.00亿元人民币，公司将根据该募投项目的进度实施增资计划。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向江西生益募集资金专户

累计划转募集资金4.00亿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的业务规划与战略规划，为完善公司生产与市场布局，对中部地区进行就近供应、就近服务并快速反

应，增强公司的区域优势，在充分考虑项目实施地的配送距离和市场覆盖范围、政策、配套、用工成本与保障等因素，2018年5月11日，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将“年产1,700

万平方米覆铜板及2,200万米商品粘结片建设项目”变更为“年产3,000万平方米覆铜板项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

募投项目变更发表了同意意见，上述议案经2018年5月28日召开的生益转债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2018年7月17日召开的生益

科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请见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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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1,772,934,905.6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8,639,

643.6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00,000,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7,631,

653.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0.76%

承 诺 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 目 ，

含部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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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导 热

与 高 密

度 印 制

线 路 板

用 覆 铜

板 产 业

化 项 目

（二期）

无

700,000,

000.00

700,000,

000.00

700,000,

000.00

174,162,

328.70

433,008,

017.56

-266,991,

982.44

61.86

2020

年1季

度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年 产 1,

700万平

方 米 覆

铜 板 及

2,200 万

米 商 品

粘 结 片

建 设 项

目

变更为

“年 产

3,000

万平方

米覆铜

板 项

目”

900,000,

000.00

900,000,

000.00

900,000,

000.00

90,011,

778.05

231,020,

255.80

-668,979,

744.20

25.67

2020

年1季

度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研发办

公大楼

建设项

目

无

172,934,

905.66

172,934,

905.66

172,934,

905.66

24,465,

536.93

113,603,

380.04

-59,331,525.62 65.69

2020

年3季

度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1,772,934,

905.66

1,772,934,

905.66

1,772,934,

905.66

288,639,

643.68

777,631,

653.40

-995,303,

252.26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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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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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之“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

他情况”

。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

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累计投

资金额(1)

本年度实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入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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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更 为

“年 产

3,000万

平 方 米

覆 铜 板

项 目 ”

年 产 1,

700万平

方 米 覆

铜 板 及

2,200万

米 商 品

粘 结 片

建 设 项

目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90,011,778.05 231,020,255.80 25.67

2020

年

1季度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900,000,000.00 900,000,000.00 90,011,778.05 231,020,255.80 25.67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分具体募投项目）

-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和未来的业务规划与战略规划，为完善公司生产与市场布局，对中

部地区进行就近供应、就近服务并快速反应，增强公司的区域优势，在充分考虑项目实施地

的配送距离和市场覆盖范围、政策、配套、用工成本与保障等因素，经公司讨论后作出谨慎

决定，对“年产1,700万平方米覆铜板及2,200万米商品粘结片建设项目” 进行变更，项目实

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实施地点为江西九江，经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且由公司独立董事、监事

会、保荐机构对募投项目变更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经2018年5月28日召开的生益转债2018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及2018年7月17日召开的生益科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分别于2018年5月12日、2018年5月29日及2018年7月18日进行披露。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募

投项目）

-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 无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600183

公告编号：

2019

—

05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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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2019年8月7日

公司以邮件方式向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发出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

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一致认为：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公

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3）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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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按照经法定程序批准并披露的投向使用募集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此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利益，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

害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及对公司影响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

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13日

股票简称：生益科技 股票代码：

600183

公告编号：

2019

—

053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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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2019年8月7日

公司以邮件方式向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 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证券时报》的《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广东

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

券时报》的《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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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5）。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关于增加2019年度与扬州天启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联董事邓春华、许力群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2、《关于增加2019年度与东莞万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关联董事刘述峰、邓春华、许力群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证券时报》的《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重要会计政策变更及对公司影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13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以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证券时报》的《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7）。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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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强电子 股票代码 0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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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勤攻 杜云丽

办公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号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

988号

电话 0574-56807119 0574-56807119

电子信箱 board@kangqiang.com board@kangqi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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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033,707.96 743,348,193.60 743,348,193.60 -1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181,436.51 39,551,164.10 39,551,164.10 2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460,203.58 37,079,957.73 37,079,957.73 -28.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7,102,928.92 48,319,390.92 48,319,390.92 -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4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1% 5.25% 5.25%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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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7,092,

057.72

1,680,074,

737.51

1,680,074,

737.51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8,250,748.61 807,285,818.17 807,285,818.17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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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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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普利赛思

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72% 74,009,208 冻结 74,009,208

宁波司麦司电

子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52% 31,975,507

任伟达 境内自然人 6.69% 25,120,692 质押 12,177,702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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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18,764,272

任奇峰 境内自然人 4.90% 18,392,472

郑康定 境内自然人 2.76%

10,374,

000

7,780,500

汪福君 境内自然人 2.26% 8,483,540 质押 5,963,688

项丽君 境内自然人 2.03% 7,631,897

任颂柳 境内自然人 1.64% 6,141,980 质押 5,72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10% 4,143,2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郑康定为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任伟达、任奇峰和任颂柳为一致

行动人；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关系公司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任伟达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7,320,692股外， 还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7,800,000股;任奇峰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8,392,4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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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受中美贸易摩擦、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下游应用领域增长乏力等因素影响，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增速下降，其中封测业增速下降

幅度最大，对公司引线框架与键合丝的产品的销售带来不利影响。 报告期公司围绕年度经营目标科学调度各种资源，合理安排生产经营，

较好地完成了半年度经营生产目标。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52,033,707.96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2.28%；实现营业利润57,202,469.7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62%；实

现利润总额56,898,562.43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8,181,436.51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82%。

1、引线框架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引线框架产品的产、销量分别为543.96、562.30亿只，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19%、13.32%；实现营业收入362,544,

644.07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18%。

2、键合丝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键合丝 （包括键合金丝和键合铜丝） 产品的产、 销量分别为767.96、769.39千克， 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5.25%、

26.37%；实现营业收入153,202,113.43元，比上年同期相比下降26.46%。

3、电极丝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电极丝（合金铜丝）产品的产、销量分别3091.25、3191.73吨，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6.52%、7.74%；实现营业收入

128,342,527.41元，比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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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计政策变更

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导致的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年修订）》（财会〔2017〕7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

〔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3月22日决议通过，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

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

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其中，对于按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

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信用减值损失。

本公司追溯应用新金融工具准则，但对于分类和计量（含减值）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不一致的，本公司选择

不进行重述。 因此，对于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本公司调整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

额，2018年度的财务报表未予重述。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及以后将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列报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A、首次执行日前后金融资产分类和计量对比表

a、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754,715.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754,715.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8年12月31日（变更前） 2019年1月1日（变更后）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项目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

214,490.00 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214,490.00

B、首次执行日，原金融资产账面价值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新金融资产账面价值的调节表

a、对合并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

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原准则）

754,715.00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754,715.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加： 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754,715.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754,715.00

b、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重分类 重新计量

2019年1月1日（变

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原准则）

214,490.00

减：转入交易性金融资产 -214,49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加： 自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原准则）转入

214,490.00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的余额 214,4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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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6户，详见本附注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本公司本期合并范围比上年同期

减少1户，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康定

201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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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强电子”或“公司” ）于2019年8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将2019年度审计机构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中汇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现将有关事项具体公告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瑞华” ）在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独立、客观、公正地为公司提

供了优质的审计服务，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各项审计相关工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职责。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经综合评估，公司拟不

再聘请瑞华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瑞华进行了事先沟通,征得了瑞华的理解和支持，公司对瑞华的辛勤

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年度审计费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概况

1、名称：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087374063A

3、企业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4、主要经营场所：杭州市江干区兴业路8号华联时代大厦A幢601室

5、执行事务合伙人：余强

6、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9日

7、合伙期限：2013年12月19日至无固定期限

8、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

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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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资格证书：浙江省财政厅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会计师事

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等证书。

三、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1、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瑞华进行了事先沟通,征得了瑞华的理解和支持。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的资质进行了审查，认为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满足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具

备审计的专业能力，因 此向公司董事会提议聘任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

定年度审计费用。

3、公司于2019年8月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同意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四、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满足公司2019年度

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聘请中汇会计师

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经公司独立董事袁桐女士、彭诚信先生、沈成德先生核查，中汇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

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此次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 我们同意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用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有效期一年，并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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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〇一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8月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4、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2019年8月28日（星期三）下午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8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8月 27日下午 15:00�至 2019�年8月28�日下午 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

权。

6、股权登记日：2019年8月21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 截至 2019�年8月21日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或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公司1号会议厅(宁波市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988号行政办公楼一楼)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审议《关于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3、审议《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注意事项：

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1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2和议案3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

3.00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 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

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

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

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 以当地邮戳为准。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本次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为 2019年8月22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4:00-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宁波市鄞州区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988号行政办公楼五楼)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 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

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勤攻、杜云丽电话：0574-56807119�传真：0574-56807088

地址：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源路988号 邮编：315105

2、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 362119； 投票简称：康强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8月2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8月28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2019年8月28日召开的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按下表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如本人（本公司）无指示,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2.00 《关于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

3.00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名称）： 受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日期：

授权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单位为委托人的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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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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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7月3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9年8月9日上午9：00时在各董事所在地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7人，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康定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5票同意、2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补充公司生产经营、并购投资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新城支行（以下简称“新城支行” ）融资，以公

司所持全资子公司江阴康强电子有限公司55％的股权质押，向新城支行申请并购贷款人民币4000.00万元，期限5年。 授权公司董事长开

展下一步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协商具体融资条款、签署相关协议、办理股权质押的其他一切相关手续。

董事熊续强先生、张明海先生对本议案投弃权票。董事熊续强先生、张明海先生认为：本次质押重要子公司部分股权向银行申请融资，

该笔款项将用于非主业项目的财务投资，且项目投资回收期较长，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不充分，项目盈利存较大不确定性。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质押部分全资子公司股权进行融资是为了执行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对外投资所需。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原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瑞华” ）在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独立、客观、公正地为公司提

供了优质的审计服务，较好地完成了公司的各项审计相关工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职责。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经综合评估，公司拟不

再聘请瑞华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瑞华进行了事先沟通,征得了瑞华的理解和支持，公司对瑞华的辛勤

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拟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年度审计费用。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以7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提请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19年8月28日14：30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1号会议厅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详见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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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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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7月31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9日上午在各

监事所在地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为3人，监事会主席周国华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逐项认真审议，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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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内容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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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2票同意、1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监事邹朝辉先生对本议案投弃权票。

监事邹朝辉先生认为：本次质押重要子公司部分股权向银行申请融资，该笔款项将用于非主业项目的财务投资，且项目投资回收期较

长，项目投资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不充分，项目盈利存较大不确定性。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质押部分全资子公司股权进行融资是为了执行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对外投资所需。

(三)以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真实公允的审计服务，满足公司2019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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