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80

■ 2019年8月23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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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尔胜 股票代码 00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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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斌雷 仇晓铃

办公地址 江阴市澄江中路165号 江阴市澄江中路165号

电话 0510-86119890 0510-86119890

电子信箱 chenbinlei@chinafasten.com qiuxiaoling@chinafasten.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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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443,626.32 992,065,410.44 -2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6,604,615.51 43,441,554.94 -29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6,675,775.62 43,492,371.18 -29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241,941.99 746,370,882.84 -109.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81 0.1144 -299.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81 0.1144 -29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83% 4.69% -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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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2,817,147.68 7,515,634,522.99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98,530,587.86 654,276,004.29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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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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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34% 81,030,118 0 质押 79,000,000

江阴耀博泰邦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0% 56,946,224 0 质押 56,000,000

北京隆翔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隆翔3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53% 13,418,049 0

孙恒耀 境内自然人 0.40% 1,525,900 0

胡爱青 境内自然人 0.37% 1,387,700 0

朱一明 境内自然人 0.35% 1,340,400 0

付承涛 境内自然人 0.35% 1,330,000 0

陈照红 境内自然人 0.34% 1,300,000 0

刘明 境内自然人 0.34% 1,285,900 0

孙文陆 境内自然人 0.28% 1,051,5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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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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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周江、张炜、周津如、邓峰、缪勤、黄翔、林炳兴

变更日期 2019年06月06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关于实际控制人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33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06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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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商业保理业务出现的客户违约风险，给公司整体的稳健经营造成了较大不利影响。

公司在全面分析外部环境影响及内部资源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谨慎决策、积极

应对，努力消化各种不利因素，积极化解商业保理业务风险，调优金属制品业务结构，在十分不利情况

下，保障了公司的稳定经营。

（一）主要经营指标实现情况

报告期内，受公司商业保理业务降低存量业务规模、强化风险控制，以及金属制品业务调控产能、

优化产品结构的影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644.36万元，同比下降22.7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8,660.46万元， 主要是由于摩山保理因转让其对广东中诚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相关方的

债权，计提信用减值损失9,804.74万元，对公司报告期的业绩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举措

1、报告期内，公司商业保理业务的重点工作主要是保障资金兑付和强化风险控制。 由于市场融资

环境变化，摩山保理融资压力增大，融资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滑。 摩山保理通过重点推进定向融资工

具融资方式，保障了前期融资的安全兑付。 报告期内，部分客户出现了违约情况，部分客户出现违约，公

司积极调整经营策略，严格控制商业保理存量业务规模，审慎开展新业务，加强现有客户风险排查。 对

已经违约的客户，积极通过司法手段加快处置，努力降低风险、减小损失，全力维护公司利益。 鉴于外部

环境和公司内部情况，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强化已有股权类业务的投后管理，未投资新项目。 报告期内，

摩山保理完成营业收入35,024.03万元，实现净利润-8,100.34万元。

2、 报告期内， 公司金属制品业务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17.68%，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

22.54%，毛利率同比上升5.86%。公司主要通过以下举措保持业务稳定：一是加大环保投入、落实节能减

排。继续新增环保设施、改进生产工艺、加强责任考核，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二是根据市场情况变化调

整市场策略，合理调控产能规模、控制生产成本、提升盈利能力。 三是立足市场，推动产品产业结构升级

优化，提高产品质量，保持企业持续竞争力。

3、公司继续加强内部管理。 各子公司努力进行管理模式的探索和优化，不断提升装备自动化和信

息化水平，持续推行精细化管理和对标管理，优化运作流程，深化成本管控，提高经营效率。

4、公司继续推进内部控制规范工作，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财政部《关于上市公司内

部控制指引》等相关规定，全面开展内控体系建设工作，完善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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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2017年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

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 (财

会[2017]9�号)，2017年5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公司

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不对比

较财务报表追溯调整，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财政部2019年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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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2018年12月31日调整

前

2018年12月31日调整后

公司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分别对应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 229,780,689.96

应收票据 -- 15,199,183.47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44,979,873.43 --

公司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分别对应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项目

应付账款 -- 178,638,112.18

应付票据 -- 292,610,000.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71,248,112.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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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深圳前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已注销税务、工商登记，因此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

告相比，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减少一家公司。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9-048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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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

月8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下午15:00在本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

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人数为11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11人。

4、本次董事会由本公司董事长陈明军先生主持，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江苏法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0）。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 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

2019-051）。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9-049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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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8日

以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等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星期三）下午16:3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

开。

3、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为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5人。

4、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吉方宇先生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江苏法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0）。

2、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全文》 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

2019-051）。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000890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

2019-050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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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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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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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

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2、会计政策变更的时间

公司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

则。

3、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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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的有关规定。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

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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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等；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

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

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

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

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企

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及相关规定，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相关事项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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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龙股份 股票代码 00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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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国楼 刘志恒

办公地址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河南省西峡县工业大道

电话 0377-69662536 0377-69723888

电子信箱 dmb@flacc.com dmb@flac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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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4,778,770.50 1,442,094,873.08 -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0,853,077.76 129,340,179.17 -6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2,846,093.72 133,616,282.08 -7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9,157,182.73 101,325,607.59 13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6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26 -6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4% 6.13%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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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0,491,310.79 3,723,596,455.49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67,805,169.60 2,193,856,029.84 -5.75%

注：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指标均是按照2018年年度分红后股本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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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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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17% 186,097,555 0 质押 75,000,000

孙耀忠 境内自然人 5.56% 27,860,700 20,895,525

郎红宾 境内自然人 2.09% 10,473,882 0

徐志英 境内自然人 1.68% 8,410,095 0

北京厚毅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厚毅辰酉二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6,023,100 0

杭华 境内自然人 0.75% 3,750,000 0

潘欣泉 境内自然人 0.71% 3,550,132 0

何虎 境内自然人 0.57% 2,835,200 0

戴玉寒 境内自然人 0.47% 2,377,500 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9% 1,974,307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公司股东北京厚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厚毅辰酉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将共

计6,023,100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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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营业务是汽车零部件的加工、制造、销

售，主导产品为汽车发动机水泵、汽车发动机排气歧管、发动机涡轮增压器壳体（也称涡壳）、电子水泵等

产品。传统汽车水泵是汽车发动机冷却系统的重要部件，主要用来使冷却系统内的冷却液循环流动，保持

发动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汽车电子水泵应用于发动机或驱动装置的冷却系统，既适用于各类电动汽车，

也适用于传统燃料汽车；排气歧管是汽车发动机排气系统的重要部件，作用为把发动机汽缸内燃烧的废

气集中收集起来，转入催化器清洁净化，消音器降低噪音，以便达到排放标准；涡轮增压器壳体是涡轮增

压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始终致力于汽车发动机零部件市场的深入研究和长远发展，秉持精益生产、以单定产的经营模

式，与国内外众多发动机及整车制造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为其持续提供系统化的配套

解决方案。报告期内，面对国内汽车行业产销下滑，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突起的严峻形势，公司一方面

内部挖潜，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不断优化产品结构，强化开发电子泵、机油泵、电子真空泵和温控模块

等产品，拓展火车、军工铸件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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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提示：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保值》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

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差异追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本次新金融工具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

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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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 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

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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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签字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孙耀志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1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上午

8:3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召开本次董事会的通知已于2019年8月10日以

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孙耀志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6名董事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魏安力、张复生、李培

才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会议有效表决票为9票。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 2019�年8月23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3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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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飞龙股份”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

8月21日上午11: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召开本次监事会的通知已于2019年8月10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给各位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摆向荣主持，会议

应出席监事3名，3名监事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有效表决票为3票。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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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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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乐股份 股票代码 00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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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耿源 陈锡廷

办公地址 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塘边里东片168号

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塘边里东片168

号

电话 0663-2348056 0663-2348056

电子信箱 zhanggengyuan@goldlok.net goldlok@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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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742,329.34 396,477,691.72 -1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78,387.58 18,627,237.51 -7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62,875.25 18,286,552.02 -119.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748,515.75 -9,349,799.52 378.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0 0.0197 -7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0 0.0197 -7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1.4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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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734,119.55 1,860,470,313.66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1,268,209.21 1,286,290,223.8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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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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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昌塑胶五金

厂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9.76%

187,132,

600

0 质押 83,600,000

普宁市新鸿辉

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20%

144,000,

000

108,000,000 质押

128,200,

000

杨广城 境外自然人 13.09%

123,948,

948

92,961,711

颜俊杰 境内自然人 1.04% 9,831,114 0

李盈 境内自然人 0.96% 9,093,100 0

张子和 境内自然人 0.93% 8,779,016 0

董依林 境内自然人 0.77% 7,332,300 0

深圳市聚脉创

新 科 技 企 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9% 6,515,100 0

普宁市园林文

化用品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6,400,000 0

张莉苹 境内自然人 0.67% 6,373,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兴昌塑胶五金厂有限公司、普宁市新鸿辉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杨氏家族

控制的企业，杨氏家族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成员包括杨镇欣先生、杨镇凯先生、杨广城先

生、杨旭恩先生及杨楚丽女士、杨康华女士。 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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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十大股东中张莉苹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6,373,800股，存入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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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374.23万元，同比减少10.78%，其中玩具及相关业务占比59.30%,

教育业务占比40.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7.84万元，同比下降74.35%。 截止报告期

末，公司总股本94,720万股，资产总额182,273.41万元，同比减少2.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为129,126.82万元，同比增长0.39%。

（1）玩具业务

2019年上半年，玩具行业人工、制造成本有所上升，国内国外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国际形势复杂

多变导致海外市场业务不确定性增大，经营压力进一步提升；国内市场通过积极深耕渠道和拓展客户，

在激烈竞争中保持增长。 公司以用户为中心，加强研发设计，提升产品质量，积极拓展渠道，报告期内实

现玩具及相关业务营业收入20,977.32万元，同比基本持平。其中国内业务增长较快，占玩具业务比重由

2018年底37.28%提高到报告期末47.25%；国际业务销售下滑，占玩具业务比重由2018年底62.72%下降

到报告期末52.75%。

产品方面，公司注重“个性化”与“科教性” 的玩具开发，将科技、工程、艺术、数学为元素融入玩具

的设计开发中，为消费者提供更具可玩性的玩具产品，报告期内，玩具业务研发投入共785.09万元，共申

请专利33项（其中实用新型11项、外观设计22项），获得专利授权12项（实用新型8项、外观设计4项），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玩具相关业务共有授权专利94项，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在行业内继续保持领先地

位。

管理方面，公司着力引进创新人才，管理团队实力及研发创新水平得到提升。 公司统一采购，统一

标准，严格按照生产工艺流程，开展全面生产质量管理，实现生产管理无缝隙、无漏洞。

销售方面，公司销售团队紧跟市场趋势积极开拓新市场和新渠道：国内市场，大型连锁超市、百货

商场、礼品市场、早幼教机构等渠道拓展顺利，国内玩具及相关业务实现收入9,911.05万元，同比增长

26.78%；国际市场，全球贸易形势复杂多变使外贸业务不确定性明显增强，全球玩具市场竞争加剧影响

部分订单，国际玩具业务收入11,066.27万元，同比下降15.62%。

（2）互联网教育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教育业务共实现营收14,396.91万元，同比下降-22.90%，营收占总营收比例

为40.70%。

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高乐教育推进“互联网+智慧教育” 信息化项目的验收和后续服务工作，稳

步推进《潮南区“互联网+智慧教育”信息化项目》的建设实施。 高乐教育组建技术和服务团队支撑教

育局和学校基于智慧教育云平台开展各类教育教学活动，推动信息化应用的落地；积极贯彻落实国家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确保智慧教育云平台安全可靠，支撑揭西县教育局完成智慧教育云平台等级

保护评估；积极落实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政策，“高乐云教育” 应用通过广东省中小学校园学习类APP审

查；进一步加强基础平台、平安校园、AI知识感知技术，智慧校园、选课服务、网络安全等产品和技术的

研发，并将成熟产品和服务逐步推向市场。 此外，高乐教育全资子公司高乐教育培训中心着力引进业内

人才，为进一步布局师资培训、校内课后服务、STEAM教育等业务打下了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异度信息继续保持在智慧教育装备产品、智慧校园运营服务、在线教育增值

服务领域较强的竞争力。 保持研发高强度，基于“云、网、端”技术全面融合应用，深化在线同步课堂、专

递课堂、数字教研、智能巡课、大数据分析、名师校直播、名师工作室、在线师培等的应用研发，发布了新

版云服务核心能力支撑平台，区域教育资源均衡服务平台、校校新声直播服务平台、在线数字教研服务

平台、教学巡管及大数据服务平台等平台产品，通过与各大网络运营商合作开展校园及班级网络带宽

优化适配，推出新版一体化云课堂终端、便携式云课堂终端、机顶盒云课堂终端、PC云教学助手等产品。

在与网络运营商等重要渠道的合作方面进展明显， 落地实施了福建南平广电智慧校园互动教学平台、

柳州市县域在线同步课堂、泉州电信区域教学资源管理云平台等项目。

其他业务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稳健推动高乐中云辉并购基金所投项目退出，并取得部分投资收益

（截至本公告日，已经实现全部退出，详见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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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财政部于 2017�年陆续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

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符合相

关要求的境内上市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

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此会计政策变更

经第六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见 说

明

财政部于 2019�年 4�月 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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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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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自

2019�年度中期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将按财会〔2019〕 6�号要求编制执

行。

此会计政策变更

经第六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

见 说

明

1）财政部2017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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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等四项金融工具准则，同时

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

的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

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在编制2019年各期间财务报告时，按照金融工具准

则的要求调整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包括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含减值）等，调整当年年初留

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上述新金融工

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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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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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公司按照上述通知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并对相应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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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旭恩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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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下午，在

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1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发

出。 公司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其中：董事杨其新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有

效表决票数为8票。 会议由董事长杨旭恩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全体董事认为：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制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运作，该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2019年

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全体董事保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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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刊登于2019年8月23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2019年8月23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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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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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下午在本

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1日直接送达。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有效表

决票数为3票，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炳鑫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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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刊登于2019年8月23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2019年8月23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独立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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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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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1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现行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变更，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国家财政部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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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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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规定编

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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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9﹞6号

的规定编制执行。

（二）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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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印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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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四）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意见。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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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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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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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6号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如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二个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二个项目。

（3）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

收账款等。

（4）新增“专项储备”项目反映高危行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的期末账面价值。

2、利润表项目：

（1）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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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

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

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的金额。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会〔2019〕6号务报表列报和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

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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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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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公司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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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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