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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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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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工钢构 600496

长江精工、G精工钢、

长江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月华 张姗姗

电话 021-62968628 0564-3631386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999号大虹桥国际

32层

安徽省六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精

工工业园

电子信箱 600496@jgsteel.cn 600496@jgste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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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1,126,418.88 13,314,032,076.09 9.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055,290,415.56 4,876,356,773.40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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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7,788.05 -301,328,047.95 105.08

营业收入 4,669,269,018.57 3,895,097,346.67 19.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82,049,642.21 118,861,288.39 5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2,578,814.58 105,546,836.22 54.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66 2.96 增加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06 0.0716 40.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06 0.0716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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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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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16 365,069,604 质押 364,600,000

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57 300,000,000 300,000,000 质押 300,000,000

六安市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2 43,782,152 无

建信基金－招商银行－建信乾元

安享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7 12,047,000 无

建信基金公司－建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5 9,941,202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8,061,10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39 7,131,300 无

段学东

境内自然

人

0.39 6,980,583 无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

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6,366,817 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6,296,363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

限公司为控股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二者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有无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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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长江精工钢结

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5

年公司债券

15精工债 122413

2015年 7月 29

日

2020年 7月 29

日

30,000,000 5.20

长江精工钢结

构（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17

年 公 司 债 券

（第一期）

17精工01 143400

2017年11月15

日

2021年11月15

日

385,000,000 6.5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65.19 63.19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48 3.58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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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国内形势错综复杂，但公司主营业务仍然取得了快速发展：报告期，公司实现业务承接

额89.56亿元，同比增长36.30%，完成全年目标的60%，其中工业建筑已完成全年业务目标；实现营业收入46.69亿元，同

比增长19.8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82亿元，同比增长53.16%，已超过2018年全年净利润。

报告期，公司装配式建筑技术加盟业务签订2单，涉及资源使用费1亿元，目前累计签订6单，涉及资源使用费3.2亿

元。 公司EPC工程总承包业务获得突破，承接了23.5亿元的绍兴国际会展中心项目。

1、精准定位高端市场，通过增强核心竞争力促进业务稳步增长

（1）工业建筑：瞄准战略新兴行业，抓住行业龙头

公司瞄准政策鼓励的新兴行业，如高端物流、新能源汽车、环保行业等细分领域市场，并通过差异化产品研发，提高

公司产品的竞争能力。 如公司针对工业厂房研发的JR4精致屋面系统，360°直立锁缝、高精度模块化的设计、精细化的

制造和装配式的安装，获得国际FM最高标准的认可。 为了更进一步提升金属围护系统的抗风性能，在FM标准的抗风

揭实验台上，公司从360°的直立锁缝基础中研发升级了锁缝450°的JR6屋面系统，后期最大锁缝角度可达540°，握

裹力强，抗风性能将得到极大提升，成功抵御超强台风“利奇马”的考验。

在此基础上，公司积极与新兴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这些公司即便在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的

大背景下，仍然有许多建设需求，保证了公司工业建筑业务连续多年的持续增长，近三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30%。

报告期，工业建筑业务承接额41.61亿元，汽车、物流、环保等新兴行业订单占比超过80%，老客户订单在工业建筑

新签业务占比达50%以上。

（2）公共及商业建筑：不断巩固“城市地标缔造者”地位

报告期，公司公共及商业建筑业务承接额44.73亿元，同比增长108.37%。

公司公共及商业建筑业务主要定位为地标型建筑、品牌项目，截至目前已承接了数百项“重、大、难、新” 的工程，荣

获“詹天佑工程大奖”工程12项、“鲁班奖”工程22项、“国家钢结构金奖” 166项，成就了精工城市地标缔造者的地位。

报告期，公司承接了2022年冬奥会及冬残奥会三大赛区项目(5.2亿元)、成都凤凰山体育中心项目体育场钢结构工

程，为体育竞技发展贡献精工力量。 公司还承接了上海市前滩信德文化中心项目、海南国际会展二期扩建项目、成都自

然博物馆钢结构专业分包工程等地标项目。公司承建的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9月即将启用。

（3）装配式建筑：领先技术，行业唯一全产业链企业

精工钢构通过自主研发的精工绿筑GBS建筑体系， 形成了基本覆盖主流建筑需求的五大产品体系———住宅体系、

公寓体系、学校体系、医院体系、办公楼体系，通过“直营EPC工程总承包” 和“成套技术加盟合作” 两种模式同步推广

装配式建筑。

该体系具有以下创新点：

a.拥有集成建筑成套技术体系，可以实现从结构体系装配化到外墙系统、装饰系统、设备管线系统整体装配化，装

配化率可达 50-95%；

b.具有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的整体解决方案及工程服务能力，即服务内容涵盖设计、加工、施工安装、运营维护

全过程，故具备装配式建筑 EPC�实施能力；

c.行业唯一的“PSC”技术创新，实现钢结构与混凝土混合运用（PS+PC），和装配式预制钢结构、混凝土组合结构

体系（PS*PC），提升钢结构在装配式建筑中的应用功能，解决了预制钢结构、预制混凝土各自的缺陷；

d.实现装配式建筑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化管理：自主研发基于 BIM� 信息化的“物联网平台” 、“仓库管理平台” 等，

构建信息化管理能力。

报告期，公司技术加盟业务新签2单；至此，累计加盟合作6家，涉及资源使用费3.2亿元。

报告期，公司以直营业务模式承接了杭州市2022年第19届亚运会运动员村、技术官员村、媒体村等工程项目；累计

至目前，先后通过“直营 EPC工程总承包”承接了包括温州市现代冷链物流中心项目（4.09亿元）、绍兴技师学院（筹）

项目（6.04亿元）等合计近20亿的项目。

（4）EPC工程服务总承包：业务模式转型，向产业链上游延伸。

工程服务总承包商居于建筑业产业链的首端，占据着“代业主”的至高地位。 同时，这个在国外通行已久的业务模

式，在中国却是新事物———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之后，中国建筑业才逐步开始

探索这一建筑模式。对此，公司紧抓机遇，利用自身的业务特点和技术优势，快速切入蓝海市场：公司依托在装配式绿色

建筑、钢结构空间大跨建筑、工业建筑领域的技术优势，借助BIM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理带来的建筑产业化升级，实现

了EPC业务发展三线突破，即以装配式绿色建筑技术为核心的标准建筑领域EPC、以钢结构空间大跨建筑技术为核心

的非标建筑领域EPC和以预制金属建筑技术为核心的工业建筑EPC。

报告期内，公司承接了23.5亿元的公共建筑———绍兴国际会展中心一期EPC工程，该项目是公司以EPC总承包模式

承接的规模最大的集设计、采购、施工为一体的“交钥匙”工程，公司EPC转型之路将由此进入跨越发展阶段。

2、积极应对控股股东之相关股东的债务违约问题，防止精功集团问题对本公司产生不良声誉影响。

报告期，公司控股股东之相关股东———精功集团发生了债务违约情况，由此对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精

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 ）声誉上产生负面影响。对此，精工控股及本公司均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尽

力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1）控股股东采取的应对措施

① 与合作方进行充分有效的沟通，减少相关方担忧。

精功集团持有精工控股45.9%股权，与第二股东中建信集团持股比例仅差1.8%。 故精工控股具有相对独立的经营

管理，与精功集团日常也无关联交易，仅有的对精功集团不足2亿的信用担保均同时具有其它物权抵押，实质风险敞口

很小。精功集团发生违约事件后，精工控股第一时间向各合作方作积极正面的沟通，阐明大小精gong的区别，以及精工

控股实质面临的风险不大，请各方安心。

② 确保生产经营平稳正常，经营业务逆势增长。

③ 加强资金管理，通过新增授信、处置非主业资产等方式增强流动性。

（2）本公司采取的措施

精功集团违约事件对本公司主要是声誉上的影响。 违约事件发生后，本公司也积极与投资人、金融机构、客户等沟

通，消除疑虑：

① 精功集团乃间接股东，其债务纠纷不会直接传导至本公司。

@

基于上述股权关系，公司的经营团队、业务发展、品牌技术等都具有独立性，不依赖于精功集团。

② 公司作为上市公司，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范，防止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产、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控股股东

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或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目前公司也未有对精功集团的关联交易和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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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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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

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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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应当按照新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比较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新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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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9-052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四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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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于2019

年8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与传真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了召开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有效。 会议在保证全体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由董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53）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公司独立董事邵春阳先生、章武江先生、方二先生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54）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公司独立董事邵春阳先生、章武江先生、方二先生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董事意见。

五、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投入方式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55）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公司独立董事邵春阳先生、章武江先生、方二先生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9-053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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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精工钢构” ）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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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1969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了人民币

普通股 300,000,000新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9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957,00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等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947,300,000.00元。 2018年4月19日，众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18)第3556号《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及新增注册资本情况进行审验确认。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并已就专户存储管理与开户行、保荐机构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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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上述20,000万元募集资金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

公司于2018年7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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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上述20,000万元募集资金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

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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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目前未到期且尚在使用中。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及公司实际募

集资金情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截至2019年8月22

日已投入募集金额

1 16万吨钢结构及其配套工程项目 139,645.26 94,730.00 64,446.51

合计 139,645.26 94,730.00 64,446.51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管理募集资金， 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形。 截至2019年8月

22日，本次募集资金账户余额10,511.95万元。

四、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同时缓解流动资金的需求压力，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按同期一年银

行贷款基准利率4.35%计算，可节约财务费用435万元。

公司本次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

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

五、本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

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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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六、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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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将不影响公司

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3、保荐机构意见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精工钢构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认为：

精工钢构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精

工钢构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

意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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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精工钢构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9-054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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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精工钢构” ）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

施主体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1969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了人民币

普通股 300,000,000新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9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957,00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等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947,300,000.00元。 2018年4月19日，众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18)第3556号《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及新增注册资本情况进行审验确认。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并已就专户存储管理与开户行、保荐机构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及公司实际募

集资金情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16万吨钢结构及其配套工程项目” ，具体为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湖南广播电视台节目生产基地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钢

结构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

16,330.00

2 乌鲁木齐宝能城项目钢结构工程

湖北精工钢结构有限公

司

19,400.00

3

长沙市金融大厦项目投资-施工项目T1及附属地下室、

裙楼钢结构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

14,500.00

4 乌兰察布市游泳馆、网球馆主体建设项目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

13,500.00

5

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项目主体工程金属屋面专业分包工

程

上海精锐金属建筑系统

有限公司

9,100.00

6 深圳湾创新科技中心建设项目钢结构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

8,500.00

7 深圳市汇德大厦钢结构专业分包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

7,200.00

8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总部信通金融大厦总承包工程钢结

构工程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

限公司

6,200.00

三、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乌鲁木齐宝能城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乌鲁木齐宝能城项目原由公司下属孙公司湖北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湖北精工” ）为实施主体，现改

为由其控股股东、本公司之下属子公司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精工” ）实施。 具体变化为：

@

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地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经济开发区鉴湖路，法定代表人：孙关富，注册资

本：12�亿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生产、销售轻型、高层用建筑钢结构产品及新型墙体材料、钢结构设计、施工安装。

四、本次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具体原因

乌鲁木齐宝能城项目钢结构工程原为湖北精工与中铁建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铁建钢结构有限公

司签署的项目加工合同。现应总包要求，变更为由其控股股东浙江精工与中铁建集团有限公司重新签署合同。该合同只

变更了签约主体，其他主要内容未有发生变更，签约后，浙江精工将履行完成该项目的后续工程。

本次变更实施主体，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六、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仅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部分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和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不利

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公司持有浙江精工99.81%股权，持有湖北精工99.86%的股权，均为公司控股公司，浙江精工及湖北精工的财

务报表均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七、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对募集投资项目“乌鲁木齐宝能城项目钢结构工程”实施主体的变更，符合项目实际情况，有利于募投项

目的实施。此次变更未改变“乌鲁木齐宝能城项目”募集资金的用途和建设内容，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

实质性影响，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 本次“乌鲁木齐宝能城项目”变更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没有

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上述项目实施主体变更议案。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符合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

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也符合 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投资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

3、保荐机构意见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精工钢构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认为：

精工钢构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相关事项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对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造成不利影响。 精工钢构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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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精工钢构本

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相关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9-055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投入方式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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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精工钢构” ）于2019年8月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投入方式变

更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1969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发行了人民币

普通股 300,000,000新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19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957,000,000.00元，扣除承销保荐等发行费用，募集资金净额为 947,300,000.00元。 2018年4月19日，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众会字(2018)第3556号《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对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及新增注册资本情况进行审验确认。

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储存制度，并已就专户存储管理与开户行、保荐机构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及《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及公司实际募

集资金情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截至2019年8月22

日已投入募集金额

1 16万吨钢结构及其配套工程项目 139,645.26 94,730.00 64,446.51

合计 139,645.26 94,730.00 64,446.51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管理募集资金， 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相关监管规定的情形。 截至2019年8月

22日，本次募集资金账户余额10,511.95万元。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投入方式变更的情况

鉴于项目实施过程中，原募投计划规划的委托贷款形式资金流转效率低，且还有委托成本，降低了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因此，为更好地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并降低财务费用，公司拟将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方式由“本次募集的资

金将以委托贷款方式投入浙江精工、湖北精工及上海精锐，委托贷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 调整为“本次募

集的资金将以委托贷款或直接向浙江精工、湖北精工及上海精锐提供借款方式投入浙江精工、湖北精工及上海精锐，委

托贷款和借款利率为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上述委托贷款和借款事项后续

具体工作。（浙江精工、湖北精工及上海精锐分别为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精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及上海精

锐金属建筑系统有限公司的简称。 ）

公司本次增加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方式，有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投入方式变更，有助于推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并降低财务费

用，本次变更仅为募集资金投入方式发生变化，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意上述募集资金使用投入方式变更议案。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仅为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方式的变化，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将不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3、保荐机构意见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精工钢构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方式的变更，有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精工钢构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方式变更相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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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精工钢构本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方式变更相关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4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9-05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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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8月

23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在保证全体监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由监事以传真方式会签，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53）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54）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使用投入方式变更的议案》（详见公司临时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55）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4日

公司代码：

600496

公司简称：精工钢构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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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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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江交通 60118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戴 琦 吴丽杰

电话 0451-51688007 0451-51688007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

道1688号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群力第五大

道1688号

电子信箱 htdc@hljjt.com htdc@hljj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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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5,682,710.78 5,126,538,562.15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314,914,415.59 4,218,956,876.59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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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758,701.02 159,859,773.94 98.77

营业收入 332,517,531.54 323,255,384.45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6,826,726.61 161,743,465.11 1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81,289,645.80 179,462,756.61 1.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3 3.95 增加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12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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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5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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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3.48 440,482,178 0 无 0

黑龙江元龙景运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8.69 246,000,000 0 质押 246,000,000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2 217,396,393 0 无 0

穗甬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14,800,048 0 无 0

李惠珍 境内自然人 0.31 4,096,886 0 无 0

李秀华 境内自然人 0.18 2,316,50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6 2,102,600 0 无 0

季影 境内自然人 0.16 2,062,900 0 无 0

上海世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4 1,869,900 0 无 0

王建华 境内自然人 0.14 1,850,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龙高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第二大股东元龙

景运与第四大股东穗甬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第三大股东招商公路

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悉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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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加强经营管理，不断提升服务水平，顺应经济发展态势，扎实推进

各项经营举措，较好地完成了上半年的经营任务。 公司实现总资产5,365,682,710.78元，同比增长4.66%，营业收入332,517,531.54

元，同比增长2.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826,726.61元，同比增长15.51%，每股收益0.14元，同比增长16.67%，净资产收

益率4.33，增长0.38个百分点。

1.深耕主业，通行费收入稳定增长。 上半年，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收费经营目标，梳理收费管理的各个环节，努力提升经营管理水

平，共实现通行费收入183,993,558.26元，同比增长4.13%。 继续做好公路养护工作，以“保通、保畅、保安全”为工作目标，做好日常路

面的养护管理，针对灾害天气采取应急预案，确保哈大路的畅通安全。

2.多元化项目运行平稳。 公司不断探索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推进多元化项目的健康发展。 子公司龙运现代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

080.92万元，子公司信通房地产运行良好，销售顺利，上半年共销售住宅97套，洋房车位3个，成交面积为8,953.79平方米，成交总价款

为1.92亿元。 参股公司龙江银行上半年实现净利润89,965.33万元，按照权益法合并净利润7,170.24万元，对报告期公司净利润产生积

极的影响。

3.其他重要事项。2019年4月27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资产无偿划转的提示公告》，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集团公

司（简称“龙高集团” ）管理关系及资产无偿划转至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变更为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7月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资产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19年7月9日，

公司发布《关于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2019年7月19日，公司发布了

《关于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申请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的通知书〉 的公

告》。 2019年8月17日，公司发布《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交投集团申请延期至2019年10月8日之前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本次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本次交投集团要约收购义务豁免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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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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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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或“本次会议” ）于2019年8

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8名，实际参会董事8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执行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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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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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产生影

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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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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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

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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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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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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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我们在

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后认为：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允的反映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半年报的内容与格式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3.未发现参与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2日

报备文件：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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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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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执行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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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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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概述

2017�年 3�月 31�日，财政部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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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

2019�年 4�月 30�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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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并根据上述财政部颁布和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对公司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以及对公司的影响如下：

1．金融工具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3月修订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准则规定在准则实施日，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

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追溯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本公司原在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中核算的项目根据资产性质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单位：元

重分类前列报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后列报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82,320,713.66 交易性金融资产 87,420,713.6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1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财务报表格式变更主要内容

本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2018年度财务报表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731,643.55 / / /

应收票据 / 2,250,000.00 / /

应收账款 / 4,481,643.55 /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28,415,095.98 / 3,022,774.16 /

应付票据 / / / /

应付账款 / 128,415,095.98 / 3,022,774.16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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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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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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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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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文化 股票代码 002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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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小强

办公地址

浙江省新昌省级高新技术园区内 （南

岩）

电话 0575-86226885

电子信箱 office@chinarisi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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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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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294,917.29 355,126,963.65 381,794,850.16 3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023,551.00 50,884,199.07 47,243,272.17 -13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390,658.82 -1,904,056.69 -5,481,518.84 -527.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090,406.81 -77,416,213.58 -79,401,936.89 -9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6 0.05 -1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6 0.05 -1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1.45% 1.45%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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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1,229,

411.92

4,573,127,

649.68

3,874,885,

193.11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14,996,

609.42

3,534,864,

920.04

3,030,533,

912.50

-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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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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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76%

343,450,

800

0 质押

赵小强 境内自然人 20.62%

187,587,

162

160,019,662 质押

187,587,

162

新昌县宏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5% 53,222,400 0 质押

45,000,

000

上海圭蔓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3% 39,375,373 0 质押 35,952,017

徐建刚 境内自然人 2.26% 20,574,462 0 质押 20,574,462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7% 15,232,806 0

华信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华

信信托·工信

29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09% 9,955,211 0

郭瑞 境外自然人 0.95% 8,601,734 6,451,300 质押 8,601,734

金燕 境内自然人 0.89% 8,12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9% 4,482,18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赵小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职务，为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新昌县宏盛投资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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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报告期营业收入为517,294,917.2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49%，主要因为本年度收购NEW� TIME� 增加了公司收入

核算范围，同时《冰雪奇缘2》将在本年度上映，公司IP衍生品订单量增加。

2公司报告期净利润为-17,731,496.19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29.64%，主要因为JAKKS亏损，游戏行业发展不达预期。

3�本期营业成本为404,722,466.2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3.51%，主因本年度收购NEW� TIME� 扩大公司核算范围，公司IP

衍生品订单量增加。

4�本期财务费用为8,544,534.72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9.12%，主因本年度归还借款。

5�本期其他收益为3,322,890.14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26.43%，主因本年度享受政府税收返还及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6�本期营业外收入9,215,264.3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476.96%，主因豁免应付供应商款项所致。

7�本期末应收账款521,284,690.06元，较期初数增加119.37%，主因公司本期末是销售旺季初期，期初为销售淡季；同时公

司本期收购同行业公司NEW� TIME,其业务旺期与本公司相同。 因此应收账款增加较为明显。

8�本期末预付账款72,014,564元，较期初数增加133.17%，主因公司及本期收购NEW� TIME本期末均是销售旺季初期，需

大量预定生产所需原物料。 本期末长期股权投资89,480,011.95元，较期初减少36.91%，主因Jakks� Pacific本年度亏损所致。

9�本期末商誉1,279,329,700.52元，较期初数增加57.30%，主因公司本期收购NEW� TIME�所致。

10�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57,110,024.12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506.41%，主因资金往来款周转较上年有所

增加。

11�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现金62,500,00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3.24%，主因公司收回往来款，资金缺口缩小。

12�本期收到税费返还15,156,268.14元，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37.34%，主因公司主体经营模式为国内采购国外销售，本年度

上半年业务量核算范围及订单量都有所增加，因此企业出口退税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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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将New� Time和同道大叔并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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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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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8月23日上午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六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六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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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8月23日上午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举行。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三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人，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能

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 相关要求及财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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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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盛文化” ）于 2019年8月23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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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的相关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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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

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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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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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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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无需按照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因此，公司自

2019年开始变更会计政策，自2019年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前期可比数。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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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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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更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财务报表格式按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的规定执行。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按“新金融工具准则” 相关要求及财会【2019】 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政策

变更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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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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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发布的 “新金融工具准则” 规定的日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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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日期开始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 6号文件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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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个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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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项目；资产负债表将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债权

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交易性金融负债”“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等项目；取消“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等项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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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利润表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

列）”“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研发费用”项目，反映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化支出，以及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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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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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是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

净资产及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产生任何影响。

三、董事会对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 相关要求及财会【2019】 6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更符合相

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 相关要求及财会【2019】6号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

列示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进行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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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 相关要求及财会【2019】 6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影

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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