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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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泉啤酒 60057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晓梅

电话 0595-87396105 0595-87396105

办公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惠泉北路1999号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螺城镇惠泉北路1999号

电子信箱 hqbeer@hqbeer.com hqbeer@hqbe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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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315,397.96 1,209,737,778.79 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24,120,526.41 1,125,611,067.48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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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75,307.68 56,286,325.61 17.92

营业收入 296,876,508.89 295,550,530.45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9,458.93 3,323,118.50 8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43,183.18 -4,254,805.3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30 增加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4 0.013 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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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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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8 125,194,578 无

龙口聚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3,300,001 无

王晓茜 境内自然人 1.20 3,000,000 无

上海昀启投资有限公司－昀启投资－私募

学院菁英69号基金

其他 0.72 1,798,800 无

李正华 境内自然人 0.52 1,307,800 无

深圳天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天谷深度价

值一号私募基金

其他 0.50 1,237,510 无

孙亚东 境内自然人 0.49 1,216,900 无

李明辉 境内自然人 0.48 1,195,000 无

何元兴 境内自然人 0.44 1,095,500 无

周放 境内自然人 0.41 1,026,932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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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公司经营班子带领全体员工同心协力，攻坚克难，主要开展工作如下：

（1） 加强管理，提升市场创效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对营销模式进行升级优化，搭建精细化的销售管理平台，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市场创效水平。一是强化对核心市场

的管理，重点聚焦基地市场管理，聚焦核心优势产品，持续深入实施深度分销管理模式，量化各项指标，完善服务流程，努力构筑稳固的核

心市场。二是在新兴市场，公司继续探索1+N渠道管控模式，主要是发挥渠道的积极性、灵活性，进行市场拓展。同时，依据拓展目标，公司

在完善微信网商平台的基础上，划分部分区域，结合消费者特点试点进行个性管理，努力拓宽销售渠道和区域。 报告期内，公司基地主市

场的销量和中高端产品的盈利能力提升，广东等新兴区域市场销量获得突破，电商平台稳步拓展。

（2） 创新产品，提升品牌内涵。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品牌文化聚焦，持续创新产品，推广融合地方特色文化的产品。基地主市场，公司深入传递“治大国若烹小鲜”的

品牌理念，融合惠安、惠女等区域文化，“鲜”系列产品获得消费者喜爱。 同时，公司坚持“差异化、有价值”产品创新理念，积极探索产品

文化创新新路。 福建市场，公司结合丝绸之路的茶文化，研发上市福鼎白茶啤酒；江西市场，结合抚州城市文化，研发上市主题为“有酒、

有梦、有戏，惠泉大师精酿”原浆啤酒。 公司结合地域文化特色，构筑独特的品牌文化体系，使得产品接地气、有差异，逐步引导消费，助力

市场拓展，进一步提升品牌内涵。

（3） 匠心酿制，坚持质量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在2018年“批批精品、瓶瓶精品”质量提升目标的基础上，制定卓越质量管理最佳实践符合度目标，逐条对标准进行

再解读和内化，制定最佳实践推进计划和符合度目标分解，重点从“色、香、味”上提出质量提升方案和具体改进措施，按季度开展阶段性

任务目标完成情况审核、评价，促使最佳实践理念入脑入心，持之以恒落地落实。 同时，公司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崇尚精益

求精，激发员工精研生产、设备、技术、工艺等方面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做好质量改进和突破。报告期内，产品一致

性、新鲜度等指标得到较大提升。 在继上年度公司的“小鲜”啤酒获得“青酌奖”后，公司11度欧骑士啤酒再获“青酌奖” 。

（4） 过程优化，强化绿色生产。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生产过程优化，重点强化生产系统的软件和硬件管理优化实施绿色生产。在软件管理上，公司进一步完善经

济责任制考核、生产管理考核、5S检查考核、包装线效率考核等全方位多层次考核体系，制定生产过程各级管理者检查清单并严格执行，

重点加强弱项指标攻关、生产成本控制和存在问题整改，促进生产精细化管理的常态化和过程清单式检查的全覆盖。在硬件设施上，公司

引进全套精酿生产线，实施精酿啤酒技改，精心构筑标准化工坊式生产的“惠泉啤酒精酿谷” ，以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高品质、个性化、

小众化精酿啤酒需求。 同时，公司注重能源使用优化和强化环境保护，完成锅炉煤改气技改和污水处理技改等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

管理水平提升，在绿色发展、生态优先和环境美化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入选福建省第一批“绿色工厂”名单。

（5） 内部控制，助力企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员工团队建设和管理制度建设，引导全体员工树立忧患意识，提高责任意识，强化创新意识和执

行意识。通过完善奖惩制度来促发各岗位人员的潜能，通过培训考核、劳动竞赛来实现优胜劣汰，鼓励员工努力提升自我、创造价值，通过

评先评优、文体活动来塑造企业核心价值观，提升员工的向心力、竞争力。同时，公司强化内控管理，组织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的自查

和监督检查活动，梳理完善内控管理各流程，加强内部审计控制，加强资金管理和预算管理，不断优化内部控制环境，确保权责清晰、约束

有力、权利制衡，以内控制度为准绳，提高预防性的全面风险管控，实现控制结果向控制过程转变，防范经营风险，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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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五、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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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振安

日期 2019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573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

2019-015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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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以书面传真方式送达各董

事，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董事高振安、肖国锋、孙宝明、茹晓明、王岳、陈济庭、白

金荣、鲍恩斯、王德良亲自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详见公司公告2019-018《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573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

2019-016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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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以传真方式发出，会议

于2019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监事吴培、刘瑞、陈新华、谢艺云、蔡雪霞亲自出席会议并参加

表决。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

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

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1-� 6月份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监事会提出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因此，我们保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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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根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对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进行了审核，并提出了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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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该项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573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

2019-017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上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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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酒制造》第十九条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9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

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2019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

1、按产品档次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档次 本期销售收入 上期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啤酒 293,639,514.18 292,047,531.63 0.55

其他 1,297,600.09 1,829,712.42 -29.08

合计 294,937,114.27 293,877,244.05 0.36

2、按销售渠道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渠道类型 本期销售收入 上期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电商 4,558,259.26 - 100.00

批发代理 290,378,855.01 293,877,244.05 -1.19

合计 294,937,114.27 293,877,244.05 0.36

3、按地区分类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名称 本期销售收入 上期销售收入 同比变动（%）

福建省内 226,984,812.92 223,783,892.76 1.43

福建省外 67,952,301.35 70,093,351.29 -3.05

合计 294,937,114.27 293,877,244.05 0.36

二、2019年上半年度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个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报告期内增加数量 报告期内减少数量

福建省内 403 104 55

福建省外 190 12 29

合计 593 116 84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573

证券简称：惠泉啤酒 公告编号：

2019-018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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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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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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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会议决定根据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对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并按照最新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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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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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公司调整了财务报表的列报，

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1.�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

2.�将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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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填列）” ；

4.�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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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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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2．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国家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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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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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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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华院 600579 *ST黄海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翟峰 薛娇

电话 010-82677897 010-82677897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2号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2号

电子信箱 thy@sciences.chemchina.com thy@sciences.chem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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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6,091,240,

162.56

15,734,775,

550.34

15,734,775,

550.34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512,279,

695.97

5,674,733,

879.13

5,674,733,

879.13

-2.8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800,792.98 306,125,491.36 -114,863,479.40 -26.24

营业收入

4,897,360,

264.71

5,083,503,

966.63

276,994,354.10 -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477,228.21 60,195,463.51 10,382,673.48 -23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5,122,012.17 83,040,931.09 9,813,265.43 -202.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1.16 0.89 减少2.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84 0.06845 0.02528 -234.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84 0.06845 0.02528 -2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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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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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52.20 468,824,515 468,824,515 无

中国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7 211,711,049 无

福建省三明双轮化工机械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07 9,592,088 9,592,088 无

福建华橡自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1 9,038,847 9,038,847 无

新疆华安盈富股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0.90 8,080,000 质押 8,080,000

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6 4,135,206 无

刘永忠

境内自然

人

0.43 3,905,700 无

银河资本资产－海通证券－银河

资本海通财富定增2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41 3,684,100 未知

安信乾盛财富－平安银行－安信

乾盛稳定信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4 3,012,500 无

中车汽修（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0.33 3,0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10名股东中，除了中国化工装备环球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中国

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安信乾盛财富－平安银行－安信乾盛稳定信

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国化工装备有限公司、福建省三明双轮化工机

械有限公司、福建华橡自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车汽修（集团）总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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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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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不断推出创新新产品和持续推进各项业绩改善措施，公司2019年上半年主营业务得到了积极发展。 但是，公司在收入和订单增

长方面仍然面临一定的压力。 2018年11月发生的网络攻击事件，对2019年年初的财务业绩仍带来一定的影响。 此外，受到下游行业的不

景气，特别是汽车和包装订单的萎缩，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汽车行业市场反应出持续使用新能源动力系统与提升传

统汽油或柴油动力的不同考虑，多边贸易摩擦以及相关关税政策也给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生产布局以及相关客户带来一定影响。 因此影

响到公司部分客户对于投资新项目的积极性。 同时，针对塑料使用的讨论也影响到公司部分下游包装客户的订单和收入增长。

面对宏观环境以及市场带来的挑战，公司果断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上述不利影响，主要包括节约相关人工成本（短时工作制、

减少加班、解除临时用工等），除此以外，公司还将持续推进一系列措施，例如减少各类中介、差旅费用等。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89,736.03万元，同比减少3.66%；营业利润-14,796.97万元，同比减少341.81%；报告期内净利

润-8,247.72万元，同比减少237.02%。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1,609,124.02万元，总负债1,057,896.0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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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及2019年颁布了以下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及解释：

1.《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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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修订及解释，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详细内容请参见2019年

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五、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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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主营业务分析

3.4.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897,360,264.71 5,083,503,966.63 -3.66

营业成本 3,756,012,493.80 3,807,809,390.34 -1.36

销售费用 797,843,950.87 799,226,777.37 -0.17

管理费用 267,199,574.97 236,655,931.03 12.91

财务费用 130,290,974.82 53,218,355.05 144.82

研发费用 95,255,187.33 100,777,132.03 -5.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5,800,792.98 306,125,491.36 -26.2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156,256.90 -178,171,408.48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753,035.30 -145,434,951.96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受到宏观经济变化的影响，特别是来自汽车、包装行业新增投资意愿的显著降低，公司今年上半年营业收

入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66%。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也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销售收入降低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为应对低迷的市场环境，公司加大营销力度，因此销售费用下降幅度低于营业收入下降幅度。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2019年上半年，公司重组后新增管理职能、新设子公司以及进行了更多网络安全相关支出导致管理费用增

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为保证新增项目顺利进行，补充营运资金，公司在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增加导致利息费用增加，及由于汇率

变动导致的汇兑损失。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减少主要是因为营业收入降低，此外为保证新增项目顺利进行，预

付款增加也导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与上年变化不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为保证新增项目顺利进行，补充营运资金，公司在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增加导致筹资活

动现金流净额增加。

3.4.2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090,399,817.44 6.78 802,866,016.38 5.10 35.81

应收账款 1,926,063,437.79 11.97 2,156,803,833.40 13.71 -10.70

存货 3,304,177,412.69 20.53 3,017,629,213.68 19.18 9.50

投资性房地产 3,435,657.06 0.02 3,494,621.70 0.02 -1.69

固定资产 1,544,225,024.47 9.60 1,418,997,313.32 9.02 8.83

短期借款 741,134,320.18 4.61 237,178,154.10 1.51 212.48

应付账款 1,556,290,787.90 9.67 1,524,580,539.52 9.69 2.08

其他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10.90亿元，其中受限资金余额1,172.55万元，主要为与销售新设备相关的保证金及维修基金等，货

币资金余额增加主要是为保证新增项目顺利进行，公司增加银行贷款所致。

应收账款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营业收入减少所致，同时公司加大应收账款回收力度。

存货增加主要是因为天华院有限公司新增订单增加，为保证新增项目顺利进行，增加采购。 同时，本报告期新设子公司福建天华，导

致存货增加。

短期借款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天华院有限公司新增订单增加，为保证新增项目顺利进行，补充营运资金，导致银行贷款增加。

3.4.3截至报告期末主要资产受限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1,725,498.62 保证金及维修基金等

合计 11,725,498.62

备查文件目录

一、载有法定代表人亲笔签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载有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名并盖章的会计报表。

董事长：白忻平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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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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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以通讯

形式确认，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14：00以现场会议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召集召开程

序及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白忻平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认真

审议，表决通过了各项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通知的规定要求，公司对其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适用和执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55）。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已于2019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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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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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以通讯

形式确认，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14：30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智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

两项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通知的规定要求，公司对其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适用和执行，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55）。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已于2019年8月29日在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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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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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相关要求而做出，执行新金融工具企业会计准则并调整财务报表项目的列示，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构成影响。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7年3月，财政部修订并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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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

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相关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19年4月，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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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照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执行。

公司根据财政部上述相关会计准则及通知的要求，对公司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适用和执行。

（二）审议程序情况

2019年8月28日，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分别审议并通过了《执行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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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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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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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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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除了获得的股利计入当期损益外，其他相关的利得和损失均应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该金融资

产终止确认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3）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 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

用风险。 针对应收款项、“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减值损失从“资产减值损失”重分类至“信用减值损失” 。

（4）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进一步明确。

（5）套期会计准则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测试要求取代定量要求，引入套期关系“再

平衡”机制。

（6）金融工具相关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2）根据《修订通知》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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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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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执行新财务报表格式对公司财务报表和部分项目填报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公司对受影响的

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列报调整如下：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公司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应收票据 68,432,578.02 - -

应收账款 2,156,803,833.40 -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25,236,411.42 - -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依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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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与《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等规定做出，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未损害公司和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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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的合理调整，调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

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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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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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忠民 董事 因生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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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达 股票代码 00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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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丽莎 郁林林

办公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 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

电话 86-21-69926000总机转 021-69896737

电子信箱 yangls@stepelectric.com yulla@stepelectri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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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728,645.12 1,819,630,764.64 -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214,203.41 23,481,465.18 3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677,352.47 13,108,215.47 -1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368,168.00 -298,974,960.11 115.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3 0.0379 32.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3 0.0379 32.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0.78%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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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8,347,166.46 6,636,972,925.36 -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90,880,262.50 2,659,023,940.26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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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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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德法 境内自然人 17.88% 110,915,804 83,186,853

刘丽萍 境内自然人 6.32% 39,221,160 0

纪翌 境内自然人 5.78% 35,872,939 26,904,704

袁忠民 境内自然人 4.64% 28,797,017 22,301,863

朱强华 境内自然人 4.19% 25,978,953 0

曾逸 境内自然人 3.65% 22,629,506 18,908,404 质押 18,900,000

张为 境内自然人 3.35% 20,762,500 0

王春祥 境内自然人 1.98% 12,277,519 9,208,139

蔡亮 境内自然人 1.31% 8,135,479 6,101,609

张敬兵 境内自然人 1.31% 8,130,73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1大股东纪德法与第2大股东刘丽萍为配偶关系，第3大股东纪翌为纪

德法与刘丽萍之女，上述三名股东因亲属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第6大股东曾逸与公司股

东张为菊为配偶关系，曾逸是公司股东喀什众智兴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上述三名股东在本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 此外，未知上述其他前10名股东

之间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张敬兵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7,764,630股，普通证券账户持股366,100股，合计持

股8,130,7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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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聚焦公司电梯板块、运控板块、机器人板块、工控板块这四大

业务板块的研发方向，在核心技术与产品方面加大创新研发投入，扎实关键技术根基，提升业务的盈利质量；

紧紧把握《中国制造2025》“1+X” 规划体系、《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等国家宏观产业政策支

持给智能制造装备业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公司机器人及运动控制业务进程；加速推进企业平台的体系化

能力建设，积极打造研发平台、智能制造平台、供应链管理平台、国内外销售平台、服务保障平台这五大专业

化平台，完善创新生态体系；持续推进实施两条主线，汇聚一点的产品战略，积极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同时，坚

定以应用发展为导向，加大对于高端人才引进与培养，注重公司人才梯队建设。

由于2018年中国工业机器人销量及中国汽车销量出现下滑，且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在贸易战阴云下的整

体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中，制造业投资增速持续低位，汽车、3C行业等下游自动化需求不达预期，使得公司机

器人与运动控制类产品业绩出现下滑。 同时，受益于地产项目加速竣工，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1至6

月全国电梯产量46.3万台，同比增长18.10%，创四年新高；此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已连续两年被写进政府工

作报告，从2018年的“鼓励” 到2019年的“支持” ，加装电梯潜在需求有望加速。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8,942.1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82%，占营业收入比重5.41%；实现营业收入

16.53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17%；实现营业利润7,203.84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76%；利润总额7,297.97万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8.0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21.4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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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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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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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公司于

2019�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按照财政部2019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的规定执行相关会计政

策。 按照财政部2019年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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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执行财务报表列报格式。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影响

①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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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公司将对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主要情况如下：

（a）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b）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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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利润表中将“减：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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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研发费用” 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f）利润表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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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 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

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 号填列；

（g）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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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之后；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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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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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准则变更

（a）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 ，其适用于第14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取固定或可

确定金额的“资产” 改为“权利” ；

（b）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

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c）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③债务重组的会计准则变更

（a）将原“债权人让步行为” 改为将“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 。

（b）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资本” 改为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

（c）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同时

删除关于或有应收、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d）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①财务报表格式变动

公司本次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进行调整，不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所有者

权益、净利润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最近二年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

的年度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的相关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修

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③债务重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的相关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修订后的准

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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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纪翌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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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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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上

午9:3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8月16日以电话、邮件的方式送达到全体董事及相关与会人员。 本次会议由

董事长纪翌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8名，董事袁忠民先生因病未出席会议，董事会秘书出

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半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78）。

表决结果：8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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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2019年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5、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9-079）及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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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上午

11: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9年8月16日以邮件、电话的方式送达到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

王春祥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的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新时达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

制和审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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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78）。

表决结果：3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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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监事会意

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后，发表监事会意见如下：公司募集资

金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擅自挪用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2019年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及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会计

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9-079）及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占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的100％；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2019年半年度有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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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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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相关会计政策的变更，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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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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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

会 [2019]8号），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 ）。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

[2019]9号），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 ）。

公司根据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行

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 的情形，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2019年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

的规定执行相关会计政策。 按照财政部2019年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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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执行财务报表列报格式。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按照财政部规定的实施日期执行，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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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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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影响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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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公司将对

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主要情况如下：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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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利润表中将“减：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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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研发费用” 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6）利润表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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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应根据“投资收益” 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

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 号填列；

（7）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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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之后；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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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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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准则变更

（1）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 ，其适用于第14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取固定或可

确定金额的“资产” 改为“权利” ；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 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

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 确认；

（3）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3、债务重组的会计准则变更

（1）将原“债权人让步行为” 改为将“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 。

（2）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资本” 改为债务转为“权益工具” 。

（3）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 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同

时删除关于或有应收、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 规定。

（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 调一致。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变动

公司本次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进行调整，不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所有者

权益、净利润产生影响，不涉及对公司最近二年已披露的年度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导致公司已披露

的年度报告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的相关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修

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三）债务重组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的相关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修订后的准

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及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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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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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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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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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监事会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

关规定。 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

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监事会关于2019年半年度有关事项的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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