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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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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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傲化学 60336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喆

电话 0411-82285231

办公地址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6号大连富

力中心10楼

电子信箱 zqb@biof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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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963,900.06 897,381,513.43 2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11,900,163.38 799,343,117.50 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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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95,832.05 73,447,130.06 13.00

营业收入 349,889,008.03 252,056,841.71 38.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12,557,286.63 63,086,840.98 78.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578,554.24 61,207,392.73 77.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16 8.79 增加4.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34 76.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34 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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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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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0 55,995,034 54,133,334 质押 48,606,000

大连通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0 55,995,034 54,133,334 质押 34,258,000

章志坚 境内自然人 2.42 4,508,519 0 无 0

天津洁世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2 4,340,000 0 无 0

TRICELL（H.K.）LIMITED 境外法人 2.05 3,820,000 0 无 0

芮一云 境内自然人 1.47 2,747,456 0 无 0

宁波百化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6 2,534,372 0 无 0

王韬 境内自然人 0.98 1,821,500 0 无 0

丁丽军 境内自然人 0.75 1,403,176 0 无 0

戴文芳 境内自然人 0.75 1,4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由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宪武、王文锋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因此其分别控制

的通运投资、三鑫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988.9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255.73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

38.81%和78.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0,857.8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7.39%，公司利

润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2019年半年度公司业绩增长的主要驱动：

1、工业杀菌剂扩产的募投项目二季度投产，母公司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

募投项目投产大幅提高了CIT/MIT系列产品的产能，并新增BIT系列产品产能，由于市场需求稳定增长，新增产能均

被市场消化，母公司工业杀菌剂业务实现大幅增长。 母公司2019年半年度营业收入为34,496.57万元，净利润为11,039.09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50.52%和57.46%。

2、重要子公司沈阳百傲实现扭亏为盈。

因二季度F腈价格出现大幅波动， 沈阳百傲化工中间体业务盈利情况改善。 报告期内， 沈阳百傲实现营业收入2,

864.28万元，同比增长25.39%；实现净利润193.6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66.12万元。

（二）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分析

1、工业杀菌剂业务

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产品由母公司大连百傲生产。 报告期内，工业杀菌剂产品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经营环境

和行业格局未发生重大变化。 工业杀菌剂扩产的募投项目于2019年二季度正式投产，新增CIT\MIT原药剂产能12000吨/

年，BIT原药剂产能2500吨/年。 随着新增产能逐渐释放，公司2019年半年度工业杀菌剂产品的销量、产量较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了53.87%和53.09%，长期困扰公司的产能不足问题得到缓解。 2019年半年度，母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0.52%，募投

项目投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贡献初步体现。

2、化工中间体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化工中间体全部为F腈中间体，由子公司沈阳百傲生产。 受“3.21” 响水事故影响，2019年二季度

F腈中间体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公司二季度平均售价较上年同期上涨206.48%。但受化工行业整体监管政策收紧、扩产项目

试生产时间延长等原因影响，2019年半年度沈阳百傲F腈中间体产量、销量同比下降49.59%和46.04%。 2019年三季度F腈

中间体扩产项目投后，预计产销量下滑的局面将得到改善。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1、 年产12000吨CIT/MIT或2000吨MIT、400吨OIT、2500吨BIT系列产品项目于2019年4月正式投产。 项目投产后，

有效缓解了公司目前工业杀菌剂产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提升规模效应，降低单位生产成本。 公司也首次具备量产BIT系

列产品的能力，补齐了公司在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产品系列上的短板，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结构，成为2019年半年度乃

至全年公司经营业绩提升的重要驱动。

2、年产10000吨F腈中间体项目，一期项目于2017年9月投产，二期扩产项目于2019年7月投产。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

F腈中间体产能不足、单位成本高的问题得到解决，也为公司F腈中间体产业链上的其他项目提供充足稳定的原材料供应。

（四）重要子公司的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子公司沈阳百傲首度实现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193.64万元。 2019年半年度，沈阳百傲生产的F腈中间体大

部分供应大连百傲生产BIT系列产品使用，随着F腈中间体扩产项目在2019年7月投产，F腈中间体产量逐渐提高，除满足

公司自用外可实现对外销售，将成为公司整体业绩提升的又一驱动因素。

（五）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受响水“3.21”事故影响，公司F腈中间体产品及以F腈中间体为原材料的BIT系列产品价格出现大幅波动。第二季度，

公司F腈中间体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06.48%，BIT系列产品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33.09%。 本轮产品价格上涨由市场供求关系

变化引起，未来随着事件影响逐渐消除，供给端情况将得到改善，价格有回归正常区间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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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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5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会议由

董事长刘宪武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摘要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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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 [2012]44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暨日常交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大

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签订销售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3）。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关联董事刘宪武、王文锋、袁义祥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报备文件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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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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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

监事黄越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根据《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核董事会编制的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后，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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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状况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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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 [2012]44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暨日常交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借助关联方在北美水处理行业的销售网络，帮助公司产品开拓北美市场，是基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开展需要，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报备文件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

2019-022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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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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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工作的通知》等规范的要求，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第二季度

产量（吨）

2019年第二季度

销量（吨）

2019年第二季度

收入（万元）

工业杀菌剂 8,262.20 8,050.64 20,906.93

F腈中间体 200.25 242.75 1962.70

注：以上产量、销量数据为原药剂和复配产品的合并数。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名称

2019年第二季度

平均售价

（元/千克）

2018年第二季度

平均售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工 业 杀

菌剂

CIT/MIT系列产品 12.31 12.02 2.41

MIT系列产品 60.38 53.68 12.48

OIT系列产品 114.59 110.09 4.09

DCOIT系列产品 145.99 147.89 -1.28

BIT系列产品 140.03 42.04 233.09

F腈中间体 80.85 26.38 206.48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原材料名称

2019年第二季度

平均采购价

（元/千克）

2018年第二季度

平均采购价

（元/千克）

变动比例（%）

正辛胺 45.13 49.86 -9.49

丙烯酸甲酯 9.48 9.82 -3.46

硝酸镁 1.67 1.72 -2.91

硫化氢 10.99 10.86 1.20

乙酸乙酯 5.14 6.37 -19.31

氯气 1.4 0.86 62.79

邻氯甲苯 6.93 6.84 1.32

注：以上为不含税价格。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本季度内公司未发生对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由公司统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2019年第二季度生产经营情况使用，不

构成公司的实质承诺和预测，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360

证券简称：百傲化学 公告编号：

2019-023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

方签订销售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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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CLEARON� Corp.（以下简称“CLEARON” ）签订销售协议，

根据销售协议公司向CLEARON销售CIT/MIT系列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产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旨在利用CLEARON在北美地区水处理行业的知名度和销售网络帮助公司开拓北美市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8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暨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

事刘宪武、王文锋、袁义祥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6票同意、0反对、0弃权表决通过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金额和类别

根据双方签署的销售协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为向关联方销售商品，预计交易金额为274.80万美元。

（三）公司与CLEARON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公司与CLEARON签订销售协议为双方首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CLEARON� Corp.

法定代表人：Bryan� Kitchen

注册资本：500万美元

主要股东：HUI� YU� XIN� AMERICAN� CORPORATION

主营业务：制造、包装并销售二氯及三氯水处理制品以及系列溴化产品。

住所：95� MacCorkle，South� Charleston，WV� 2530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总资产7469万美元，净资产3765万美元，主营业务收入9196万美元，

净利润-989万美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CLEARON是公司控股股东之一大连三鑫投资有限公司之母公司大连和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年8月28日双方签订销售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期限：2019年9月1日起执行，2020年8月31日终止。

2、销售商品种类：CIT/MIT系列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

3、销售价格：2,290美元/吨

4、销售数量：1,200吨

4、销售合同金额：2,748,000美元

5、结算方式和支付安排：自海运提单日起60日内以电汇方式结算

（二）定价政策

按照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市场价格波动及时调整。

（三）其他

1、销售协议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销售协议中约定的销售数量和金额为双方的合作意向，实际成交金额和数量以订单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旨在借助CLEARON在北美水处理行业的销售网络开拓北美市场，为公司产品进入北美市场打开突破

口，符合公司提高异噻唑啉酮类工业杀菌剂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经营策略。 关联交易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允合

理的原则，结算方式和支付安排与其他非关联交易没有差别，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公司

主要业务依赖关联交易、影响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公司代码：

603360

公司简称：百傲化学

大连百傲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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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公司基本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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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港股份 60046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彦明 柳彬

电话 010-80489305 010-80489305

办公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大街

甲6号

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大街

甲6号

电子信箱 yanm_liu@163.com kg600463@163.com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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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5,542,989.73 2,908,673,738.18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7,592,195.46 1,410,953,161.60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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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40,695.63 -208,103,318.47 69.03

营业收入 375,821,802.60 521,892,881.01 -27.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560,966.14 -2,396,880.23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9,987,629.46 -4,892,986.3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0.1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2 -0.008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2 -0.0080 不适用

（三）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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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49.32 147,946,207 0 无 0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00 48,000,000 0 无 0

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 1,791,912 0 无 0

北京顺鑫智远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8 1,751,876 0 未知 0

尚雨光

境内

自然人

0.33 1,004,785 0 未知 0

孙晓光

境内

自然人

0.27 824,530 0 未知 0

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5 752,393 0 质押 752,392

深圳市空港油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1 624,465 0 未知 0

孔文革

境内

自然人

0.19 568,700 0 未知 0

魏东

境内

自然人

0.17 519,3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临空兴融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竺

空港经济开发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未知

其余前十名无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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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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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六）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一）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董事会按照2019年经营计划，积极推动公司各项业务稳步、有序开展。实现营业收入37,582.18

万元，同比下降27.99%；实现利润总额-4,171.1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549.01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856.1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616.41万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287,554.30万元，比

年初下降1.14%；归属于上市公司的股东权益137,759.22万元，比年初下降2.36%。

1、贯彻落实内控体系，确保内控体系有效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以内控成果实施为重心，严格按照内控规范制度及流程要求，对工作流程及工作方式进行

梳理、优化，促进内控体系行之有效。公司制定《2019年上半年内控执行情况测试预案》，并深入公司各部门及

各分子公司，对内控体系执行情况进行测试。通过测试，公司在实施重大事项前决策、审批手续的办理，关联交

易的管理，报批事项的审批效率都有了很大提高，内控成果的实施，确实起到了指导工作、理顺关系、提高效

率、防范风险的作用。

2、扎实推进各项业务开展

（1）土地一级开发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开展,其中：

①正开发土地情况

开展空港C区一期土地内总占地面积约167.97亩土地部分地块的入市工作； 开展总占地面积约127.33亩

的空港C区二期土地一级开发手续办理工作；通过与地块所在地政府招商机构合作等方式，开展总占地面积

约为261.99亩的空港木林高端制造业基地一期开发土地、北小营宏大二三产业基地内总占地面积约为274.91

亩土地的落户项目招商推介工作。

②土地挂牌出让情况

公司土地一级开发业务主要由公司控股子公司亿兆地产承担并开展，报告期内，亿兆地产完成空港C区

一期土地中总占地面积17.92亩土地入市成交；完成总占地面积36.16亩土地的入市挂牌工作，并于2019年7月

16日完成入市成交。 报告期内，亿兆地产实现营业收入1,027.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027.50万元，净利润

-1,140.8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86.61万元。 营业收入增加原因是本期实现土地入市成交，上年同期未实现

土地入市成交。报告期内亿兆地产亏损原因系报告期产生的人工费用不再分摊存货成本，全部计入管理费用，

同时已完成开发地块对应的借款利息不再进行利息资本化，全部费用化导致。

（2）房地产开发业务

公司本部开发建设的MAX空港研发创新园A区项目（建筑面积约5.1万平方米）正在对1#厂房进行现场

结构检测、加固的图纸设计,报告期内已完成结构检测工作；MAX空港研发创新园B区项目（建筑面积约2.39

万平方米）已完成基坑支护、止水帷幕护坡桩、土方开挖及部分混凝土筏板垫层等施工；为加快空港企业园销

售进度，公司全资子公司天瑞置业继续加大空港企业园的宣传力度,拓展销售、出租渠道，报告期内，出租空港

企业园独栋4套；在持续推进空港企业园项目租售工作的同时，天瑞置业加紧研究制定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大孙

各庄镇大孙各庄村村南土地、房产的处置方案；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孙公司北京诺丁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

的临空信息产业园项目一期（建筑面积约1.78万平方米）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二期项目正在办理开工手续；

公司参股公司北京金隅空港开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第22街区SY00-0022-6015R2二

类居住、SY00-0022-6016A33基础教育用地项目一期（建筑面积约17.3万平方米）正在积极推进工程施工，

其中9号楼已封顶；公司参股公司北京电子城空港有限公司参与建设的“广电产业、军事通信产业、高科技产

业创新产业园” 项目，截至报告期末，项目一期（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已建至地上三层，项目二期（建筑

面积约22.6万平方米）正在办理立项手续。

报告期内，公司在售、在租房地产项目主要为天瑞置业开发的空港企业园项目，报告期内，天瑞置业实现

营业收入2,199.98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约294.35万元， 净利润-302.93万元， 亏损额度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59.53万元。 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天瑞置业收入主要为租赁收入，而上年同期收入中除租赁

收入还包括管理服务费收入。

公司其他所属主体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尚属开发建设阶段，暂不具备租售条件。

（3）建筑施工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建筑实现开复工总面积约105.5万平方米。 相关资质方面，拥有建筑工程

施工总承包一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一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

级、消防设施工程二级、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二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三级、环保工程三级等多项资质，涵盖多个

领域，业务资质体系日趋完善。

对于建筑工程业务，公司不断优化业务模式，严把质量和安全关，推行项目承包经营责任制，各建筑分公

司成本、财务独立核算，从工程承建到工程款催缴均各负其责，使得经营决策效率不断提高。

此外，报告期内，天源建筑以主业为中心，积极拓展相关业务，中标顺义区北小营镇、南彩镇建筑垃圾资源

化处置服务项目，并取得上述两项目三年的经营权，两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处置建筑垃圾100万吨；为提高

建设项目的消防安全水平，天源建筑与北京中天科建消防安全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友安盛新建筑工程（北京）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天原盛安安全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元盛安” ），天元盛安注册资金人

民币500万元，天源建筑股权比例为51%，成立天元盛安，旨在开发、建设、推广消防智能安全运维系统，并提供

技术支持与后续服务，拓宽业务领域，增加企业效益；为进一步延伸业务链条，天源建筑与哈尔滨朗昇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北京空港乾朗电力运维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朗电力” ），乾朗电力注册资本

人民币600万元，天源建筑股权比例为51%，成立乾朗电力，旨在通过开发、建设、推广数字化电气运维系统，对

建筑物业主提供建筑物综合电气运维技术支持与后续服务，拓展施工后市场。

报告期内，天源建筑实现营业收入29,463.1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约12,226.81� 万元，净利润-1,697.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约348.68�万元，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天源建筑开复工总面积虽较上

年同期增加，但部分工程未正常开工或暂时停工，导致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4）物业管理与租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园区软硬环境建设水平的同时，不断壮大公司市场营销部人员配置，加强对区域

投资性房地产租售情况的调研、分析，根据公司投资性房地产不同类型及所在区域，研究制定符合市场的招商

方案。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自持物业可出租面积约21.21万平方米（不含天瑞置业开发的空港企业园项目），出

租率约83%。 全资子公司天地物业物业管理面积约为21万平方米。

公司自持物业的出租和物业管理业务主要由公司本部和全资子公司天地物业承担并开展， 报告期内，公

司自持物业的出租和物业管理业务实现收入4,452.35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约426.05� 万元，营业收入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公司于2018年底出让天保恒瑞股权，该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租赁，即本期无天保恒瑞确认的租赁收

入。

3、以主业为中心，拓展投资业务

公司新的发展战略定位为“现代临空产业地产综合运营开发商 科技创新企业投资服务商” ，在继续做好

现代临空产业地产综合运营开发商原有业务的同时，公司通过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积极拓展投

资业务，旨在了解、获得新的产业、项目资源，逐渐形成原有传统业务的有力补充，发挥协同效应，加快公司战

略目标的实现。

公司已参与投资包括云鼎基金、潍坊高精尖基金等私募股权投资项目及伟光汇通旅游产业、哈工大研究

院等股权投资项目，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行使出资人权利，定期、全面做好投资项目的投后管理工作。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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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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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卞云鹏

2019年8月28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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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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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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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

材料于2019年8月16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

大街甲6号公司4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七人，董事长卞云鹏先

生主持了会议，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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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进行调整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

响。公司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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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编制执行。

内容详见2019年8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内容详见2019年8月2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业务经营需要，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人民币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

一年，该融资事项为信用免担保融资；

拟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人民币20,000万元综合授信，期限一年，公司本

次向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事项由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

发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代表公司办理本次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及北京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顺义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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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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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下

午2:00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大街甲6号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4层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

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张素琴女士主持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况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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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示进行调整

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公司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

间的财务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变更的具体内容

（1）资产负债表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项目；

（2）资产负债表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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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变更日期

以财会[2019]6号规定的起始日执行。

3、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执行财会[2019]6号，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产生影响。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财会[2019]6号的相关规定进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此议案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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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三）未发现参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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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8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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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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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

部（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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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

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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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企业2019年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

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自2019年半年度报告起按照财会[2019]6号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变更的具体内容

1、资产负债表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项目；

2、资产负债表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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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变更日期

以财会[2019]6号规定的起始日执行。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执行财会[2019]6号，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不产生影响。

三、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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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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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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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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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2019

年第二季度新签

合同情况及重大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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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年2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被归为土木工程建筑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号———

建筑》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现将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天源建

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源公司” ） 2019年4-6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一、2019年第二季度新签项目情况

业务类型

2019年4-6月新签

项目数量（个）

同比变动（%）

2019年4-6月新签

项目合同金额（万元）

同比变动（%）

房屋建设 3 100 27120.42 100

合计 3 100 27120.42 100

二、2019年1-6月累计签订项目情况

业务类型

2019年1-6月累计签订

项目数量（个）

2019年1-6月累计签订

项目合同金额（万元）

房屋建设 4 28503.39

合计 4 28503.39

三、2019年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源公司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公司代码：

600463

公司简称：空港股份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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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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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诚信 603979 未发生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邦富 王立东

电话 010-82561878 010-82561878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3号院3号楼 北京市丰台区育仁南路3号院3号楼

电子信箱 jchxsl@jchxmc.com jchxsl@jchx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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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3,599,749.75 6,272,804,927.35 5.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111,132,097.44 4,052,737,776.50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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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81,875.41 16,840,247.76 178.39

营业收入 1,526,922,029.32 1,464,401,548.83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568,808.67 162,940,718.54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0,860,624.77 161,265,266.04 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2 4.17 减少0.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8 3.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8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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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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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5693 277,523,556 0 质押 138,000,000

鹰潭金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325 21,775,721 0 质押 7,500,000

鹰潭金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214 21,710,858 0 质押 6,50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赢

通14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869 9,258,080 0 无 0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49 6,119,910 0 无 0

王先成 境内自然人 0.9601 5,601,121 0 无 0

方文斌 境内自然人 0.6959 4,060,130 0 未知 0

北京高览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275 3,660,943 0 未知 0

殷琼林 境内自然人 0.5179 3,021,644 0 未知 0

李占民 境内自然人 0.4412 2,573,905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金诚信集团为鹰潭金诚、鹰潭金信的控股股东；王先成持有金诚信集团

37.9980%的股份； 李占民持有金诚信集团5.2540%的股权；“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限公司－赢通14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尚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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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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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17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

17金诚01 143083 2017年4月24日 2020年4月24日 2,000 7.15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

18金诚01 155005

2018年11月5日

2018年 11月 6

日

2021年11月6日 12,0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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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7 35.07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0.81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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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按照年初经营计划，秉持“国外市场稳中求进，国内市场优化巩固”的思路，国外市场

开拓取得了较好成绩，先后承接赞比亚鲁班比铜矿井下南翼矿体采掘工程、塞尔维亚Timok铜金矿矿山井巷

工程、刚果（金）卡莫阿铜矿卡库拉井下开拓工程。 海外事业部制定了与国际接轨的三大管理体系制度，并开

始贯彻执行。

公司全面推进矿山工程建设和采矿运营服务、矿山智能设备制造、矿山科技创新、矿山资源开发及矿山产

品贸易“五大板块”的协同发展。 矿山智能设备制造方面，金诺公司市场开发初见成效，上半年共交付服务车

18台，车厢23台，主要产品已获得KA证书；矿山科技创新板块积极开发工程设计和工程总承包市场，已签署两

个小型EPC项目，开启向设计EPC方向的过渡；贸易板块也开始扩展外部市场，2019年上半年实现对外销售收

入1108.91万元；矿山资源开发板块业已实现突破，公司2019年5月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竞买，取得贵州两岔河

矿业开发有限公司90%的股权，该公司拥有贵州省开阳县洋水矿区两岔河矿段（南段）磷矿采矿权，根据公司

2018年12月1日已公布的《贵州省开阳县洋水矿区两岔河矿段（南段）磷矿80万t/a采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

告》，两岔河磷矿采矿权范围内的磷矿石资源量达到2133.41万吨，矿产资源有保障，P2O5平均品位32.65%，设

计矿山采矿生产规模80万t/a。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27亿，同比上升4.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亿，同比

增加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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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别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2017年修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

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准则规定，对因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产生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留存收益，不调整可比会计报表。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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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

行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号），本公司

根据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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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于 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该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根据要求，本

公司根据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

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于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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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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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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本次董事会所审议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长王先成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该报告已经公司审

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后的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因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部分会计政策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变更。 本次变更对

公司2019年中期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金

诚信关于因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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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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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本次监事会所审议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主席尹师州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报告及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真实、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2019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因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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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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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会计准则而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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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部分

会计政策按照新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变更。 本次变更对公司2019年中期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不产生影响。

●该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一、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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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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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根据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2、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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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新准则。

公司按照准则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新准则进行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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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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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

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新准则。

公司按照准则要求，对2019� 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

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二）审议程序

公司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因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的相关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相关内容

进行变更，并授权经营管理层根据本议案内容及新会计准则要求调整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相关内容。 公司独立

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采用上述企业会计准则及修订的主要影响如下：

1、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

务重组》（财会【2019】9号）未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2、财务报表列报

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2019年半年度报告，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比较财务

报表的列报进行了调整。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563,232,727.99 -2,563,232,727.99 -

应收票据 374,122,602.35 374,122,602.35

应收账款 2,189,110,125.64 2,189,110,125.64

合计 2,563,232,727.99 - 2,563,232,727.9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64,648,867.17 -764,648,867.17

应付票据 160,127,866.65 160,127,866.65

应付账款 604,521,000.52 604,521,000.52

合计 764,648,867.17 - 764,648,867.17

2018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增加+/减少-）

调整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27,530,681.59 -2,227,530,681.59 -

应收票据 360,222,602.35 360,222,602.35

应收账款 1,867,308,079.24 1,867,308,079.24

合计 2,227,530,681.59 - 2,227,530,681.59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98,928,492.37 -498,928,492.37 -

应付票据 162,795,503.25 162,795,503.25

应付账款 336,132,989.12 336,132,989.12

合计 498,928,492.37 - 498,928,492.37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为按照财政部要求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所致， 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列报产生影响，

对公司2019年中期及前期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符合财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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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

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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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金诚信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金诚信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金诚信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因执行新会计准则而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公司代码：

603979

公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

2019-060

债券代码：

143083

债券简称：

17

金诚

01

债券代码：

155005

债券简称：

18

金诚

01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