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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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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半年度利润不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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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当家 60046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俊峰 宋晓辉

电话 0631-7438073 0631-7438073

办公地址 山东省威海荣成市虎山镇沙咀子 山东省威海荣成市虎山镇沙咀子

电子信箱 hdj_600467@sina.com songxiaohui@sdhaodangj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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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6,688,888.31 5,957,042,015.10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79,213,365.27 3,042,732,851.08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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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74,681.33 78,551,614.69 -31.54

营业收入 597,272,559.96 537,325,519.65 1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80,514.19 32,275,367.04 1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66,258.67 25,252,857.36 1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8 1.07 增加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0 0.0221 13.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0 0.0221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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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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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41.24 602,525,190 质押 365,850,000

戴丽媚 境内自然人 0.32 4,659,352 无

吕绍文 境内自然人 0.31 4,600,000 无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0.31 4,510,000 无

万智慧 境内自然人 0.30 4,350,000 无

张佰权 境内自然人 0.29 4,285,000 无

王洪胜 境内自然人 0.29 4,200,119 无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道卓远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0.25 3,598,302 无

王文成 境内自然人 0.22 3,234,000 无

王宝财 境外自然人 0.22 3,215,4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未知其是否有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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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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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美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扰动国际金融市场和改变国际经贸规则的主要源头。在内外部

双重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凸显了“变中有忧”的特点。 由于公司目前的海参收入源于国内、

出口的冷冻调理食品源于日本、韩国等国家，贸易战未对公司造成影响。 在董事会坚强领导下，公司全体

干部员工团结一致、凝心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进一步优化体制结构，加快产业升级转型，统

筹做好促进生产、稳定投资、降低成本、扩大营销、深度研发、提高薪酬、环境保护各项工作，推动企业经

济增长方式向集约效益型转变。

2019年投资新建4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海参育苗车间，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紧扣海参产业主导地位，

把握住有机全产业链建设这条主线，打造并完善了海参全产业链的规模化养殖模式，具有较强的成本优

势和抗风险能力,在深度研发高端精深产品、提高加工处理能力、加强品牌市场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新的

突破和进展。 发展成为国内面积最大、投资最多、产量最高的海参产业基地，“有机”和“全产业链”是好

当家超越同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1、海参产业是公司发展的重中之重，其中海参育苗养殖是海参产业得以发展的基础。 目前好当家拥

有海参围堰养殖面积5万亩，产量、规模、实力在国内同行业遥遥领先。2019年工作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

落实董事会制定“一只海参，百亿产业” 的发展规划，将好当家有机刺参打造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海参

品牌，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推行扁平化管理，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企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支撑，把挖

潜增效作为盘活企业资产和提高资产利用率的重要手段，统筹做好促进生产、稳定投资、降低成本、扩大

营销、深度研发、提高薪酬、环境保护各项工作，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2、公司已实现海参苗种的自给自足，海参育苗采用网箱育苗与车间育苗相结合的方式，在满足公司

需求的基础上还可以对外销售。 公司室外网箱育出的苗种品质如同于野生生态苗，为未来公司实现海参

育苗产业化,实现海参产业的高效益、规模化经营拓宽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3、深度开发海洋生物制品，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在产品研发方面，为完善大健康产业链，与上海莱博

科技合作开发日化护理用品，食品研发部门积极开发新产品，对海参复合粉、海参蛋白粉、刺参软胶囊、

海参口服液等产品进行优化升级，同时生命科学院开发了即食海参，参眠口服液、刺参蓝莓口服液和压

片糖果等保健产品，麻辣鱿鱼柳、香辣鱿鱼唇、南极烤虾等即食产品，麻辣冰笋、孜然鱿鱼、酸菜沙巴鱼

面、等餐饮食品，对参嘴、参肠、参花、漂烫液等海参副产物进行加工处理，与江南大学创新实验室研发出

辅助降血糖、降血脂、改善记忆力、促进泌乳等产品。

4、强化国内市场开拓力度，多渠道增强品牌影响力。 公司传统加盟商突破店面限制，转型做百姓消

费市场的零售，组织近千名消费者来到好当家见证“有机刺参”的品质真实性；公司在山东卫视、威海电

视台各频道投放品牌广告；山东卫视《超级品牌官》、山东生活频道《海上牧歌》等精品电视节目前来拍

摄；参加了深圳国际礼品展、合肥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威海中国海洋渔业食品博览会，烟台中国国际海

参博览会、青岛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等10多次大型展会。 2018年新增加盟商34家，全国共有加盟店共

214家，自营店37家，共计好当有机刺参专卖店251家。 夏季高温事件对国内海参市场进行重新洗牌，好

当家有机刺参凭实力在风险中取得了胜利。

5、抓住发展机遇，稳步扩张海洋捕捞业。 海洋捕捞业是公司的传统产业，截止报告期，公司现已建成

44条船，其中灯光罩网渔船19条，拖网渔船16条，远洋鱿鱼钓船8条，大型运输船1条，在中国南海、黄海、

东海、北太平洋等渔场进行作业，并配套建设了5万吨冷链仓库和年产能力5万吨的鱼粉厂，为公司捕捞

产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为响应国家号召，8条远洋鱿鱼钓船全部出海，赴阿根廷、赤道北作业，实现

远洋捕捞“走出去” ；投资建设日照好当家荣海水产有限公司，为拓展水产品加工和海洋捕捞业务奠定

基础。

6、强化科技平台和创新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2018年公司共申报19项省级以上课题，其中国家刺参新品种—鲁海1号、现代渔业园区建设项目、国

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人工鱼礁建设项目等7项为国家级项目；山东省海洋经济创新项目、山东省战略区

域推进专项等9个项目验收。

2018年公司获得授权发明专利3项，外观设计专利19项，截止目前，共授权专利473项，其中发明专

利61项；参与了国家标准《冷冻鱼糜》、行业标准《干海参加工技术规范》的制定。 2018年公司被评为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山东省食品行业功勋企业，《有机食品冻干海参》、《有机食品盐渍海参》被评为山东名

牌，被评为威海市海洋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7,272,559.96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6,480,514.19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11.16％、 增加13.03％。 报告期内， 鲜海参累计捕捞1,880.8吨， 比去年同期下降

3.77％，主要因为大规格、出皮率高的鲜海参市场销售需求大，公司捕捞及对外销售以大规格海参为主；

其中：对外销售505.2吨，较去年同期降低51.33％；对内转库存1,375.6吨，弥补去年下半年库存的消耗。

鲜海参年平均对外销售价格136.00元/公斤，比去年同期增加2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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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0467

股票简称：好 当 家 公告编号：临

2019-026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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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

号-农林牧渔》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经营指标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度（%）

冷冻调理食品（吨）

产量 10820.68 10593.17 2.15

销量 11225.69 10531.75 6.59

库存量 1459.19 1268.55 15.03

捕捞产品（吨）

产量 38957.56 34100.57 14.24

销量 85046.89 40531.26 109.83

库存量 33855.67 24156.53 40.15

海参加工制品（吨）

产量 196 147.20 33.15

销量 108.52 98.56 10.11

库存量 216.51 201.74 7.32

鲜海参（吨）

产量 1880.81 1954.55 -3.77

销量 1880.81 1954.55 -3.77

库存量 0 0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该数据未经审

计，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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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科技 603917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钢 吴海涛

电话 0574-65773106 0574-65773106

办公地址 浙江象山工业园区西谷路358号 浙江象山工业园区西谷路358号

电子信箱 stock@helimould.com stock@helimoul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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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220,579.12 1,237,815,140.12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7,633,626.43 911,207,642.1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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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5,278.92 5,269,643.51 421.20

营业收入 290,173,762.76 275,568,212.08 5.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800,492.81 46,287,443.63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5,271,025.17 39,023,432.69 -9.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0 5.43 减少0.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30 0.2952 -7.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30 0.2952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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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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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良才 境内自然人 14.59 22,872,987 22,872,987 无 0

樊开曙 境内自然人 12.78 20,034,885 20,034,885 质押 2,000,000

施元直 境内自然人 11.63 18,241,356 18,241,356 无 0

杨位本 境内自然人 11.12 17,440,170 0 无 0

樊开源 境内自然人 3.57 5,600,000 5,600,000 无 0

施定威 境内自然人 2.95 4,631,631 4,631,631 无 0

启凤盛缘 其他 2.58 4,050,000 0 无 0

蔡振贤 境内自然人 2.18 3,415,748 3,415,748 无 0

创润投资 其他 1.79 2,800,000 0 无 0

盛桥创鑫 其他 1.58 2,472,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施良才、樊开曙、施元直、樊开源、施定威、蔡振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其中，施

良才与施元直为兄弟关系，施定威为施元直之子，樊开曙和樊开源为兄弟关系，樊开曙和樊开源为施元直妻弟，蔡振

贤为施良才和施元直外甥。

2、盛桥创鑫和创润投资同受金春保、刘丽夫妇控制，互为一致行动人。

3、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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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较为复杂，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去杠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期，全国经济增长承受一定的压力。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

中国汽车的产销情况显示，2019年1-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13.2万辆和1232.3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

期分别下降13.7%和12.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017.38万元，同比增长5.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280.05万元，同比下降7.53%。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

1、市场开拓与产品结构有机延伸：积极推进大型、复杂、薄壁、高强度、高延伸的铝合金部品在新能源

汽车、电动车、轨道交通、高铁、航空等领域的批量应用。 国际市场方面，维护加强西班牙AK、墨西哥

NEMAK等国际知名公司合作，并拓展其他国际客户；国内市场方面，公司将继续加强与皮尔博格、诺玛

科（南京）、诺玛科（重庆）、菲亚特红岩、上海乾通、南京依维柯、宝钢高新技术、华晨集团、绵阳新晨动力

等国内知名零部件厂商或整车厂商的长期合作关系，并不断开发国内汽车行业的其他重要客户。

2、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发展“年产100套大型精密压铸模具及150万件铝合金部品技改扩产项

目” ，优化公司汽车模具的产品结构，提升公司装备和技术优势，巩固公司在大型精密压铸模具领域的产

品优势，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延伸公司产业链。

3、打造“数字工厂” ，布局智能制造：公司将继续推进 PLM（产品全生命周期系统）、ERP�业务流程

系统、MES系统及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工作。 建设智能制造工厂新模式和企业统一信息平台、提升企业管

理水平。

4、在项目管理方面，公司将完善“项目管理制”的运作模式，做到对项目内部信息反馈、客户标准、进

度和品质的持续有效管控。 严格完成项目成本预算与管控机制，加强项目、客户成本分析与管控。 完善财

务年度成本、费用预算与反馈机制。 重视品质管理、加大品质管理投入、全面系统管理与改善品质。

5、深化产学研合作、技术开发、人力资源发展计划，深入与大中专院校包括国际方向的合作，加强企

业技术中心、研究院所建设，大力提高自身开发和设计能力；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切实加强员工的

精准化和专业化方向的培训和教育，全面提升员工的素质和业务能力。 积极开展员工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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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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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见其他说明 见其他说明

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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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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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上年年末数/上年同期数）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上年年末数/上年同期数）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11,244,453.14

应收票据 19,881,038.25

应收账款 291,363,414.8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32,279,706.33

应付票据 5,000,000.00

应付账款 127,279,706.33

管理费用 27,454,905.59

管理费用 18,480,043.63

研发费用 8,974,8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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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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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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形式召开，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良

才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9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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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5）。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此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6）。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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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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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17日

以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形式召开，应出

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杨位本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监

事会及监事保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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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9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按照监管机构和公司有关募集资金的规定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关于募集

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能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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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5）。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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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6）。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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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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上证公字［2013］13号）及相关

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2019年上半年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2017年11月3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89号文批准，核准公司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28,000,000.00股。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8,000,000.00股，每股

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14.22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398,160,000.00元，扣除支付的承销、保荐费用

人民币32,116,483.02元（不含增值税进项税）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8,534,456.52元（不含增值税进

项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357,509,060.46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A16403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当前余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52,587,652.63

加：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 26,884.77

加：理财产品投资收益 503,472.59

减：支付与年产100套大型精密压铸模具及150万件铝合金部品技改扩产项目相关的款项 54,822,117.92

减：专户手续费支出等 3,236.92

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98,292,655.15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0.00

募集资金理财 30,000,00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8,292,655.1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

批程序，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发行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二家银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 报告期内，本公司在募集资金的存

放、使用过程中均按照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规定的情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日 截止日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象山支行 403973666205 2017.11.28 2019.6.30 8,292,655.15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象山支行 3901340029000038855 2017.11.28 2019.6.30 0.00 活期

合计 8,292,655.15

公司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3901340029000038855）的募集资金已经按照相关规定支取使用完毕，专户余额为零，上述募集资

金专户不再使用。为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已经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公司和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上述银行就募集资金专户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并于

2018年10月18日对外公告了此事宜。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54,822,117.92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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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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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3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至募

集资金专户。

2018年10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6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上述公司两次审议通过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金额合计不超过12,000万元，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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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12,000万元。 公司

于2019年5月7日前，已将2018年5月31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6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尚未归还金额为6,000万元，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公司不存在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用于非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7年12月12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6亿元的临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包括但

不限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年以内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

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 2017年12月29日，公司2017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相关决议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尚未到期的金额为3,000万元。

2019上半度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是否到期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CNYAQKF】

保证收益

型

3,000 2019年1月4日 2019年1月28日 3.10% 是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CNYAQKF】

保证收益

型

1,000 2019年1月4日 2019年2月28日 3.20% 是

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195017号

保本浮动

型

3,000 2019年1月4日 2019年2月28日 3.80% 是

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CNYAQKF】

保证收益

型

2,000 2019年3月1日 2019年3月18日 2.50% 是

5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195226号

保本浮动

型

3,000 2019年3月4日 2019年4月2日 3.60% 是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CNYAQKF】

保证收益

型

2,500 2019年4月3日 2019年4月25日 3.05% 是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CNYAQKF】

保证收益

型

3,500 2019年4月29日 2019年5月22日 3.05% 是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象山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放【CNYAQKF】

保证收益

型

3,000 2019年5月27日 2019年7月2日 3.10% 否

公司理财产品均为保本理财，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非保本型理财或到期未收回的情况。 不存在

前期募集资金大比例未使用下，仍购买期限较长的理财产品仍申请再融资的情形。

公司2019上半年募集资金理财收益金额为503,472.59元（含税）。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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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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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

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750.9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482.2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666.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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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100套大型精

密压铸模具及150

万件铝合金部品

技改扩产项目

25,251.00 25,251.00

25,251.00 5,482.21 16,165.13 -9,085.87 64.02

2020年

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10,499.91 10,499.91

10,499.91 0 10,501.82 1.91 100.02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35,750.91 35,750.91 35,750.91

5,482.21 26,666.95 -9,083.96 74.59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三）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四）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917

证券简称：合力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36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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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89号”《关于核准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2,8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14.22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398,16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57,509,060.46元。 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11月28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17]第ZA16403号”《验资报告》。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为2017年11月28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

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项目 拟投入金额 核准文号

1

年产100套大型精密压铸模具及150万件铝合金部品技改扩

产项目

25,251.00 甬经信投资备[2016]002号

2 补充流动资金 10,499.91 -

合计 35,750.91 -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项目 拟投入金额 已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年产100套大型精密压铸模具及150万件铝合金部品技改扩产项目 25,251.00 16,165.13 9,829.27

2 补充流动资金 10,499.91 10,501.82 0

合计 35,750.91 26,666.95 9,829.27

募集资金余额包含理财收益及存款利息收入。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8年5月3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保

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截至2019年5月7日，公司已将上述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6000万元提前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10月29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6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使用期限内，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逐步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归还2000万元上述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金额为4,000万

元，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四、本次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在确保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

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司将及时归还临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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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换债券等交易。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况。

五、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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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8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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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出具了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

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将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解决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降低财务费用，优化财务指标，更好地

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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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等事项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将5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费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投向，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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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同意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合力科技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尚在使用中，

使用时间未超过12个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2013年修订）》的有关规

定。

2、合力科技本次拟新增使用不超过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生产经营使用，不会通过直接或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

司债券等的交易。

3、合力科技本次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系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有效降低公司财务

费用，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在不影响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法规制定的。

4、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12个月，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5、合力科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已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6、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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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华泰联合证券对本次合力科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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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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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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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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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机械 600984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白海红 石澜

电话 029-82592288 029-82592288

办公地址 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 西安市金花北路418号

电子信箱 scmc600984@163.com scmc600984@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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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1,605,713.08 7,929,358,193.25 1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558,737,668.73 3,368,730,345.79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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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062,566.55 81,046,536.49 372.65

营业收入 1,398,785,101.53 920,760,855.58 5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090,353.62 59,244,188.33 21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448,660.81 57,847,133.75 224.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3 1.83 增加3.6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72 0.0716 217.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72 0.0716 2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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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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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25 175,906,748 0 无 0

柴昭一 境内自然人 10.07 83,356,000 41,678,000 质押 83,356,00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7.96 65,913,434 0 无 0

北京宝金嘉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未知 2.69 22,260,372 0 质押 17,123,363

薛刚 境内自然人 2.36 19,563,826 0 质押 19,500,000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5 19,460,000 0 无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定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1.86 15,378,101 0 无 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财

富骐骥定增2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62 13,419,497 0 无 0

李琼飞 境内自然人 1.29 10,680,030 0 无 0

王志荣 境内自然人 1.11 9,196,569 0 质押 9,196,5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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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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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来,国内宏观经济延续了总体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在“三去一降一补” 政策的带动下，国内

工程机械行业在调结构、去产能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随着国内宏观经济的回暖及固定资产投资的稳步

增加，也进一步刺激并带动了整个国内工程机械租赁行业的发展。 在此环境下，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国家

经济政策、产业方向的调整，管理层坚守“双主业” 、“双主线” 的发展战略，紧盯年初既定目标，通过科

学分析和管理决策，抓机遇，补短板，提品质，扩产能，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发展质量日益向好。

概括2019年上半年公司的经营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起重机械设备租赁市场需求旺盛，公司相关板块保持稳定增长。 2019年上半年，子公司庞源租赁

顺应国家政策推动建筑产业化转型和装配式建筑的发展趋势， 通过增加大中型塔机数量降低小型塔机

比重，利用海外市场消化存量设备等方式，继续优化调整设备结构占比，抢占结构性新增市场份额。 在紧

抓国内大型工程项目和一线城市建设项目承接力度的同时，积极向二三线城市建设市场拓展，充分运用

和发展上市公司整合优势和经营渠道，提升市场竞争力。 报告期内，在大型项目承接方面，庞源租赁中标

了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杭州亚运村运动员1号地块工程三标段、杭州山水时代大厦、杭绍台铁路

项目、浙江丽水花街片区莲都安置小区、武汉沌口六村项目工程等重点工程项目。 截至报告期末，庞源租

赁在手合同延续产值16.46亿元， 同比增长41.1%， 新增设备采购75,423.45万元， 较上年年同期增长

70.01%。 报告期内，庞源租赁实现营业收入120,089.2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67%。

2、优化管理机制，分解责任，细化目标，加强考核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既定的经营工

作目标，制定管理工作考核计划，加强公司各级责任部门的目标考核管理，滚动实施，改进完善，坚持以

经营管理考核为基础，对各经营部门分解年度经营计划目标、考核基数，签订权责利明晰的“经营承包责

任状”并制定相应考核细则；以强化改进考核为发展，制定和完善各项考核制度，建立较为系统完善的目

标体系、管理考核体系、经济核算体系，以降本增效为重点，推进计划考核，全面推进企业内部管理考核

工作；并且，以生产管理考核为重点，对生产系统各部门按月度生产计划完成率、各类考核奖罚金额与月

度应发绩效工资总额挂钩的方式进行考核， 各项考核指标紧贴企业经营发展目标， 至上而下合力促发

展。

3、优化制度体系，完善治理结构，提高管控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制定了《海外投资管理办法》、《生

产外包暂行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公司生产外包的管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保证生产经营活动正

常、有序地进行；修订完善了《产品备配件管理办法》、《物资验收入库》、《存储发放管理制度》、《产成

品出入库管理办法》、《零件交库单（代转移单）流程管理规定》、《薪酬管理制度》、《消防安全管理制

度》、《职工培训管理制度》、《物资采购管理办法》等16项制度办法，进一步完善公司的内控治理，防范

和化解公司内部的各类风险，提升公司管理水平，以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安全、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4,686.16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6.66%，其中筑路设备及配件

销售收入5,655.32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6.85%，塔机及配件销售收入2,491.4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87%，筑路施工产品租赁收入2,770.2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97.06%，钢结构产品收入3,698.66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30.56%，建筑施工产品租赁收入120,070.4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3.65%。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18,809.0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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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修订内容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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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2017年修订）》（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 ）。 财政部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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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增补修订的是投资性房地产、金融资产和金融

负债。

2、修订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调整自2018年12月起开始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增补主要为满足投资性房地产的核算，

不构成会计政策及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无

需对2018年度以及可比期间的比较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因此，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

相关财务指标。

3、审议情况

2019年4月22日，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

计政策调整的议案》，详情参见《公司关于会计政策调整的公告》（2019-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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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杨宏军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984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

2019-070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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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9

年8月19日以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至全体监事，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上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立群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充分讨论了会议议程中列明的议案，经过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2019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984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

2019-071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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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

2019年8月20日以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至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上午9: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

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会议充分讨论了会议议程中列明的议案，经过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2019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9日

公司代码：603917�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合力科技

公司代码：600467�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好当家 公司代码：6009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建设机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