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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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泰环保 603797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锦顺 郭浩楠

电话 0754-89650738 0754-89650738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中山东路黄厝围龙珠水

质净化厂

广东省汕头市中山东路黄厝围龙珠水

质净化厂

电子信箱 ltep@lt-hbgf.com ltep@lt-hbg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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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9,664,642.04 3,790,298,966.83 2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2,761,291.00 1,072,660,991.72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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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10,404.23 87,349,782.99 121.31

营业收入 225,204,313.65 113,261,859.26 9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070,711.70 37,313,205.78 109.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78,060,442.25 33,421,555.66 133.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7 3.59 增加3.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17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17 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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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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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联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67 157,315,200 157,315,200 无 0

深圳市联泰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09 51,049,600 51,049,600 无 0

深圳鼎航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3 15,635,200 15,635,200 无 0

喻悌奇 境内自然人 0.52 1,552,500 0 未知

周云华 境内自然人 0.32 950,500 0 未知

汕头市信达彩印包装材料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0 910,000 0 未知

张新 境内自然人 0.28 848,980 0 未知

王光坤 境内自然人 0.26 786,000 0 未知

刘磊 境内自然人 0.23 700,000 0 未知

方淑芬 境内自然人 0.21 617,7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黄振达及其儿子黄建勲、女儿黄婉茹三人。 黄振

达、黄建勲、黄婉茹三人合计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联泰集团

合计100%的股份， 通过联泰集团和联泰投资间接持有本公司合计

69.76%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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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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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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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处的污水处理行业继续保持着健康发展的势头；随着《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三

年行动方案 （2019-2021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指导意

见》等政策的出台，给公司所处行业的发展带来良好机遇，同时也充满着挑战。

公司作为专注于此行业的地区性重要企业，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规范运作，上下一心，求真务实，把握发展规律，按照制定的经营计划，坚持“优质、高效、守信、创新，为社会

提供最有价值的产品，服务大众、回报社会”的经营理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耕于主营业务，深化和巩固公司

在污水处理行业地位，加大技术创新研发工作力度，2019年上半年度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 简述如下：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稳中有进，经营业绩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财务结构及资产状况良好，污水处理

水质持续稳定达标，污水处理量稳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5亿元（人民币，下同），较去年同期增长98.84%；实现归属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7,807.0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9.23%；资产总额46.60亿元，较年初增长22.94%；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的净资产12.03亿元，较年初增长12.13%。 营业收入、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岳麓提标改造及扩建

项目投产，运营规模比上年同期增加，营业收入增长，净利润也产生增长。 最近三年上半年度经营业绩情况如

下图所示：

（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7年9月份披露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预案，公司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9,000

万元（含39,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全额投入长沙岳麓提标改造及扩建项目。 2018年4月9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行审核委员会2018年第58次发审委会议审核结果公告，公司申请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获得审核通过。 2018年9月1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10号）。 2019年1月23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成功发

行；公司实际发行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390万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000万元，扣除

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800万元（含税）后，到账金额为人民币38,200万元。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顺利发

行，进一步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实施。

2019年2月18日，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联泰转债” ，转债代码“113526” ）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三）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新《环保法》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对污水处理及水环境综合治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稳定、达标的

运行是政府对项目的核心要求。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发挥运营优势，强化运行管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商业运营

项目运行平稳，出水水质持续稳定达标，运营质量不断提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面进

入商业运营，同时，有效推进其他在建项目的建设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项目进展如下：

1、 报告期内，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

岳麓提标改造及扩

建项目

该项目自2019年3月正式进入商业试运行。

2、报告期内，公司其他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进展

汕头澄海项目

2017年12月，中标方与政府方签订PPP项目合同；2018年1月，项目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2018年

4月，项目公司与政府方签订PPP项目合同及各子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期。

汕头潮海项目

2018年1月，项目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2018年2月，中标各方与政府方签订PPP项目合同。 2018

年12月，项目公司、中标各方与政府方签订PPP项目合同。 2019年6月，项目公司与达濠市政签订项

目工程总承包（EPC）合同。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期。

新溪管网项目

2017年1月11日，汕头市城管局与新溪水务签订了《汕头市新溪污水处理厂厂外管网PPP项目特许

经营协议》。 2019年7月，建设项目完成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019年8月，项目进入商业运营。

汕头潮南项目

2018年8月，中标方与政府方签订PPP项目合同；2018年9月，项目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2018年

10月，项目公司与政府方签订PPP项目合同。 2018年12月，项目公司与达濠市政签订项目EPC工程

总承包合同。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期。

嘉禾项目

2018年12月，公司作为联合体成员中标嘉禾县黑臭水体整治及配套设施建设 PPP�项目(第二次)，联

合体各方与政府方签订了PPP项目合同。 2019年5月，项目公司与嘉禾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签

订PPP项目合同。 目前，项目处于建设期。

常德项目

2019年1月，公司以人民币2,080.00万元收购深圳永清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常德市鼎城永清水

务有限公司52%的股权。 目前，该项目处于建设期。

（四）项目拓展情况

在国内污水处理行业投资势头良好，行业发展前景明朗的预期下，报告期内公司努力寻求优质项目，加强

污水处理项目的市场拓展，积极拓展生态环境治理新业务领域，努力实现在环保服务产业链的横向延伸和拓

展，进一步夯实公司的业务实力，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公司将继续寻求市场机会，积极参与政府引领的PPP模式合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开拓业务市场，实

现市场拓展目标；加强公司融资领域工作；管控好经营风险；严控投资项目质量、进度和成本，保证公司各项目

顺利实施、达标运营，巩固公司在污水处理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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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3月31日分别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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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

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7�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

工具准则” ），要求在境内上市的企业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按照财政部的要求

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新金融工具准则，所导致影响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影响金额（元）

资产：

应收账款 33,232,802.40 33,214,121.00 -18,681.40

其他应收款 32,773,040.12 32,730,770.54 -42,269.5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7,146,331.69 17,137,758.52 -8,573.1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0,000.00 -1,000,000.00

长期应收款 447,839,083.13 447,615,163.59 -223,919.5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676,248.65 676,248.65

递延所得税资产 8,652,371.22 8,724,522.39 72,151.17

所有者权益

其他综合收益 -323,751.35 -323,751.35

未分配利润 352,774,501.76 352,556,300.19 -218,201.57

少数股东权益 77,679,450.00 77,676,359.05 -3,090.95

2、根据财政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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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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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所导致影响如下：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元）

2018�年 12�月 31�日合并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

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3,232,802.40

应收票据 0

应收账款 33,232,802.40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

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78,233,980.10

应付账款 178,233,980.10

（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增加/减少：元）

2018�半年度合并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

产减值损失”

减：资产减值损失 -12,780.78

加：资产减值损失 -12,7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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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797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

2019-065

转债代码：

113526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联泰转股：

191526

转股简称：联泰转股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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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黄建勲先生召集及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共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均参与表决，共收到有效表决票7张。 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议案并表决后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19-067” ）。

三、审议通过《关于拟签订〈龙湖区东墩沟上游鸥汀片区水体达标整治分散式一体化污水处理站服务项

目污水处理服务采购合同〉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汕头市生态环境局龙湖分局签订 《龙湖区东墩沟上游鸥汀片区水体达标整治分散式一体化

污水处理站服务项目污水处理服务采购合同》，提供龙湖区东墩沟上游鸥汀片区6个社区7处生活污水临时收

集点的污水处理服务，包括提供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设备、设备安装和调试及站点运维服务，但不包括各污水处

理站配套污水收集管道、调节池、污泥池及进出水管道等设施配套和建设。 项目采购的污水处理服务期限为3

年，自项目全部分散式污水处理站的一体化设备通过验收并开始运营之日起算。根据招标文件，合同估算服务

费金额约为人民币966.20万元（服务费金额来自项目中标、成交公告）。

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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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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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杨魁俊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均参与表决，共收到有效表决票3张。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经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后作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成员审核《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后，提出审核意见如下：

1、《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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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下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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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编制和

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的议案》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19-067” ）。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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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上

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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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将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370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数量5,334万股，发行价为每股5.96元。 本次发

行股票共募集股款人民币31,790.64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及税金人民币4,060.92万元，实际可使用募

集资金人民币27,729.72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4月7日全部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7]第ZI10269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投入资金人民币26,631.53万元

（含用于置换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18,954.40万元），节余资金人民币1,136.37万元（其中：累计收

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38.18万元）。2019年3月2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 ），将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后的全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续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销户，并将节余资金转入结算户。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8]1310号）核准，公司发行面值总额为人民币39,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本次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0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800万元（含税）后，到账金额为

人民币38,200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合计人民币915万元（含税）后，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38,085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

ZI10014号验资报告。

截止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已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资金人民币38,085.00万元，累计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12.36万元。 鉴于公司的可转债募集资金均已使用完毕，为便于公

司账户管理，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并于2019年4月11日披露了《关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0”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制定了《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规定了募集资金的存放、募集资金的使用管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等情况。 本公司已开立了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所有募集资金项目资金的支出，均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证专

款专用。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遵照规定，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均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和原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于2017年4月17日分别与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竹子

林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大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统称“监

管协议” ）；2017年12月17日，由于更换持续督导机构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银行重新签订了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存放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竹子林支行

443066096011703248079 - 已销户

2 443066096011703248155 - 已销户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391680100100013714 - 已销户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营业部 2003020029200124109 - 已销户

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大华支行

44101401040027797 - 已销户

6 44101401040027805 - 已销户

合计 -

(二)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和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

行、兴业银行汕头分行、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1、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余额存放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1 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分行 2003020029200142915 - 已销户

2 中国民生银行汕头分行 630764638 - 已销户

3 兴业银行汕头分行 391680100100033120 - 已销户

4 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汕头分行 04390700005285 - 已销户

合计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9年上半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 27,729.72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26,631.53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6,631.53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38.18

其中：以前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37.36

本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0.82

销户减：节余资金 1,136.37

2019年6月30日余额 0

2、2019年上半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实际募集资金 38,085.00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8,085.00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0

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38,085.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12.36

其中：以前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本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12.36

销户减：利息收入减手续费的净额 12.36

2019年6月30日余额 0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半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8,085.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及附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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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此次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截

止2017年4月7日，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

1 邵阳市江北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 14,537.72 7,933.26 5,460.14

2

湖南城陵矶临港产业新区污水处理厂（一期）

项目

5,614.00 5,614.00 5,322.52

3 汕头市新溪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厂区）项目 22,776.61 14,182.46 8,171.75

合计 42,928.33 27,729.72 18,954.40

2017年7月3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上述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I10644号鉴证报告。

公司原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关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

筹资金的核查意见》，出具了无异议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8,954.40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017年7月

31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

案》， 并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17年4月7日前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8,954.40万

元。

公司于2017年8月2日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18,954.40万元。 截至2019年3月，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结项，节余募集资金人民币1,136.37万元（其中：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38.18万元）全部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I10025号），截至2019年1月29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金额为53,414.59万元。 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

具了同意意见。 公司已于2019年3月8日将募集资金38,085.00万元转入公司结算账户。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9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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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要求和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729.7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6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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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阳市江北污水

处理厂 （一期）

项目

7,

933.26

7,

933.2

6

7,

933.26

0

6,

835.07

-1,

098.19

(注1)

86.16

2015

年10月

268.

06

（注

2）

否 否

湖南城陵矶临港

产业新区污水处

理厂 （一期）项

目

5,

614.00

5,

614.0

0

5,

614.00

-

5,

614.00

- 100.00

2018年5

月1日

-10

4.63

是 否

汕头市新溪污水

处理厂一期工程

（厂区）项目

14,

182.46

14,

182.4

6

14,

182.46

0

14,

182.46

- 100.00

2018年1

月1日

807.

21

是 否

合计

27,

729.72

27,

729.7

2

27,

729.72

0

26,

631.53

-1,

098.19

96.04

970.

6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邵阳市江北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原因系由

政府负责建设、运营的部分截污管道因道路规划的原因尚未修建完

成，导致进厂污水水量不足，实际处理水量低于预期处理水量。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先期投入自筹金额为18,954.40万元，置换金

额为18,954.40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1,136.37万元，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主要系募投项目节余所致。（注3）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系募投项目节余所致。

注2：邵阳市江北污水处理厂（一期）项目为保持与承诺效益计算口径一致，公司实际效益扣除了预先投

入的借款资金利息。

注3：在募投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根据项目规

划结合实际市场情况，公司严格执行预算管理，在确保募投项目质量的前提下，本着合理、有效以及节俭的原

则谨慎使用募集资金，严格把控采购环节，有效控制采购成本，合理降低项目实施费用，最大限度节约了项目

资金。 此外，募集资金在存放期间产生了利息收入。

附件2：

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8,08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08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0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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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岳麓污水

处理厂提标改造

及扩建工程

38,

085.00

38,

085.0

0

38,

085.00

0

38,

085.00

0 100

2019

年3月

4,

475.

76

是 否

合计

38,

085.00

38,

085.0

0

38,

085.00

0

38,

085.00

0 100

4,

475.

7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先期投入自筹金额为38,085万元，置换金额

为38,085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

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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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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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号—水的生产与供应》有关规定和披露要求，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地区

污水处理平均

水价（元）

污水处理量（万m3） 污水处理结算量（万m3）

2019 年 4-6

月份

2018 年 4-6

月份

同 比 变 化

（%）

2019 年 4-6

月份

2018 年 4-6

月份

同比变化（%）

广东省 1.22 3,460.96 2,881.43 20.11 3,460.96 2,881.43 20.11

湖南省 1.43 5,878.45 4,433.35 32.60 5,869.69 4,433.35 32.40

注：表中平均水价为不含增值税的污水处理服务结算价格。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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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XIAOMING�TU 缺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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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电 60117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田喜民 谢黎

电话 029-88832083 029-88832083

办公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唐兴路7号A座 西安市高新区唐兴路7号A座

电子信箱 dsh@xd.com.cn dsh@xd.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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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5,209,540,571.82 34,467,169,110.53 34,542,328,469.57 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9,622,418,686.19 19,571,205,723.68 19,637,536,289.06 0.2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0,488,691.95 -2,347,482,185.74 -2,347,482,185.74

营业收入 6,588,119,207.10 5,718,853,831.73 5,718,853,831.73 1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95,174,679.16 254,430,487.72 254,430,487.72 -2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2,502,234.79 200,668,046.48 200,668,046.48 -33.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994 1.313 1.313

减少0.319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38 0.050 0.050 -24.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tru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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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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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92 2,661,325,701 0 无 0

GE� SMALLWORLD

（SINGAPORE）PTE�LTD

境外法人 15.00 768,882,352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6 136,320,285 0 无 0

陕西省华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 125,025,486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05 53,831,400 0 无 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53 27,026,845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9 25,212,66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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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 24,555,895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18,863,500 0 无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

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30 15,446,3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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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

紧抓住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践行新发展理念，以战略目标为统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变革创

新为动力，加大开放合作力度，奋力开启西电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报告期内，常规产品收入增量弥补了重大项目下滑影响，营业收入规模保持稳步增长。 收入结构变动，原

材料价格上涨，影响企业盈利能力，产品毛利率下降，公司经济效益有所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5.88亿元，同比增加8.69亿元，增幅15.2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5亿元，同比减少0.59亿元，

降幅23.29%。 具体措施如下：

（一）积极开拓市场，全力以赴保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订货116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直流特高压市场、常规电网市场、国际市场同比增

长幅度较大，同比分别增长177%、95%、37%。

1.巩固提升特高压交直流市场份额。 紧紧抓住特高压重启的市场机遇，巩固提升特高压市场份额。 一是成

立特高压办公室，加强上下协调，做好对重点用户、重大工程的走访工作；二是围绕重点客户积极进行业务改

进，通过推进提升产品技术参数与性能、制造精细化程度、产品的质量及长期运行中稳定性能的表现等关键要

素，打造卓越品质，塑造西电品牌，提升西电产品在特高压领域的市场份额。

2.坚持国内国外、网内网外市场全面跟进。 围绕目标市场强化组织机构建设，统筹策划，适时合理配置资

源，坚持国内国外、网内网外四个市场全面跟进。 多措并举稳步拓展海外业务，紧跟“一带一路” 建设加速推进

的步伐，加大与海外当地企业及大型央企合作的力度，充分发挥区域产业布局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提升品牌

国际影响力；通过集成品牌、技术、资本、设备等多种核心竞争要素，以多种方式促进海外业务量稳步提升；依

托现有海外业务网络体系，不断拓展海外市场。

3.积极开拓配电网等快速增长的市场。积极开拓和服务配电网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在现有产业链的基础

上研制出一批具有高效、节能、环保、智能的新产品，改变传统意义上的配电产品，以新产品和新技术为推手完

成从产品制造商到系统解决方案服务商的转变。

4.延伸业务发展，推动多元化经营。从专注单一的产品销售模式逐步向设备集成商和项目运营商的方向转

变，继续探索新能源、分布式能源、增量配电网和综合能源服务试点。

（二）坚持创新引领，实现重点突破。

已完成±1100kV换流变压器用干式直流套管、±1100kV换流变压器阀侧出线装置、100kA发电机断路

器成套装置等“卡脖子” 重大装备的研发，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完成了国家863项目“±800kV/5000MW特高

压柔性直流换流阀” 、国家973项目“高压直流短路电流开断机理及其应用基础” 、国家工信部项目“开关设备

数字化车间运行管理标准研究与试验验证” 等重点研发任务。 其中“±1100kV换流变压器阀侧出线装置” 和

“高密度电气用压纸板” 2项重大新产品通过国家级技术鉴定，技术水平均为国际领先。 拥有有效专利较上年

度同期增加86件，其中发明专利较上年同期增加68件，新产品产值率为34.94%。

（三）落实战略牵引，推动转型升级。

一是从专注于装备制造主业，逐步向制造运营协同发展转变。 二是牢牢抓住“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立足

全球视野布局产业、优化配置资源，向全国性、全球性公司转变。 三是进一步提升资本运营能力，推动资源整合

和产业拓展，进一步提升产融结合水平，大力发展“互联网+先进制造业” 的智能制造服务，着力补齐工程总承

包等新业务发展短板。 四是从“大而全、小而全” 向突出核心竞争力转变。 下大力气清理产业链中不增值的产

品、产线，确保主业健康发展。 优化产业链管理，实现非核心零部件集约化、社会化。

（四）变革体制机制，激发发展活力。

按照“小总部、大产业” 、责权利相统一的改革思路，优化总部职能，精简机构，落实组织机构标准化体系，

进一步激发活力。 按照“效益决定、效率调整、水平调控” 原则，坚持三项制度改革，全面改进所属企业工资总

额预算管理，优化内部收入分配制度体系，薪酬分配向重要管理岗位、重要技术骨干等做出突出贡献的奋斗者

倾斜。

（五）强化以人为本，突出选育用管。

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致力于发现人、培养人、成就人，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高素质

技术人才队伍和技能人才队伍。持续推动各级管理岗位市场化选聘和竞争上岗，提高市场化选聘率。加快推进

干部轮岗交流、外派交流和上挂下派，促进各级各类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公司率先实现全员竞聘上岗。 建

立科技人才队伍培养体系，打通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建设专业化、体系化的技术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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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参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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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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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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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于2019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董事XIAOMING� TU先生缺席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白忠泉先生主持。 经过有效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募集资金2019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2019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9-02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2019-02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再设立纪检监察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不再

设立纪检监察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实施细则》的议案（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外派监事管理办法》的议案（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合规管理制度（试行）》的议案（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西变产业公司并不再向西电西变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西安西电变压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变产业公司）于2017年8月25日注册成立，为西安西电变

压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西电西变）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15亿元，截至目前实缴资本0元。 由于难以按

照土地交付计划获得建设用地、运输保障条件无法落实，公司决定注销西变产业公司。 西变产业公司对已受让

的土地进行处置，已发生的前期费用可通过处置土地全额收回。 鉴于此，公司决定对西电西变增资5亿元将不

再进行。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西开产业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西安西电开关电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开产业公司）于2018年9月18日注册成立，为西安西电

开关电气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金10亿元，截至目前实缴资本0元。 由于难以按照土地交付计划获得

建设用地、运输保障条件无法落实，公司决定注销西开产业公司。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股票简称：中国西电 编号：

2019-026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

2019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赫连明利先生主持。 经过有效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西电募集资金2019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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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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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2019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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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要求，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编制了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的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025号），公司向GE� Small� World� (Singapore)� Pte� Ltd�（以下简称“GE新加坡” ）发行768,882,

352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人民币4.4元/股，GE新加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GE新加坡支付认购资金人民

币3,383,082,348.80元，扣除承销费（包括保荐费）人民币55,800,000元及法律顾问费人民币8,450,000元，

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人民币3,318,832,348.80元, 扣除由公司支付的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16,572,

878.76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302,259,470.04元。

上述资金于2013年8月21日全部到账，存放于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土门支行（以下简

称“开户银行” ）开立的账号为3700021829200055631的募集资金专户内，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验证，出具了安永华明（2013）验字第60739804� B01号验资报告。

二、本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进展和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37,230万元，连前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30,225.95万元。

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用 途 本年度使用金额

截止报告期累计使用金

额

备注

一、设立自动化合资公司 - 37,170

1.置换前期投入自有资金 - 18,585 《临2013-040》号临时公告

2.募集资金投入 - 18,585

二、补充流动资金 - 255,825.95

三、募集资金变更营运资金 37,230 37,230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合 计 - 330,225.95

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附表《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情况

根据2019年5月7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非公开募集专户资金全部转为公司营运资金。

四、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已在开户银行设立专项账户存储募集资金，专款专用。 公司于

2013年9月18日与开户银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存放、

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附表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总额： 330,225.9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23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37,23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0,225.95

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

11.27%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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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设立自动化合资公

司

是 74,400

37,

170

37,170 0 37,170 100

-1,

658.83

否

(注)

2 补充流动资金

255,

825.95

255,

825.95

255,

825.95

100

3

募集资金转营运资

金

37,

230

37,230

37,

230

37,230 100

见公

司

2019

-015

号公

告

合计 —

330,

225.95

330,

225.95

0

330,

225.95

100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项说明）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2013年10月25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决议同

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18,585万元 （详情见公

司《临2013-040》号临时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注：1.合资公司于2014年底正式投产，市场销售未达预期。

2.设立自动化合资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为74,400万元，其中37,170已按协议约定投入，其余37,

230万元依据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将以委托贷款的方式用于自动化合资公司的后续投入。 根据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将非公开募集资金37,230万元及利息全部转为公司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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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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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修订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

6号）（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按照本通知结

合《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和《一般企业

财务报告格式（适用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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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会计政策修订

财政部2017年3月31日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财会〔2017〕9号）、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

2019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于执行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影响

1.具体内容

公司对2019年财务报告期初数进行了调整，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影响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报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调整前） 调整额

2019年1月1日

（调整后）

应收账款 856,311.39 856,311.39

应收票据 103,594.78 103,594.78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59,906.17 -959,906.17

应付账款 418,164.64 418,164.64

应付票据 346,670.40 346,670.4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64,835.03 -764,835.03

递延收益 70,762.20 5,046.83 75,809.03

其他流动负债 30,663.05 -5,046.83 25,616.22

报表项目

2019年上半年

（调整前）

调整额

2019年上半年

（调整后）

资产处置收益 445.31 445.31

营业外收入 445.31 -445.31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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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利润表

增加“资产处置收益” 项目，《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8号）债务重组利得和损失列报

在该项目，《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9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和

损失列报在此项目。

2.对公司的影响

以上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二）关于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1.具体内容

（1）将原分类为“应收票据” 的金融资产调整至“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列示；

（2）将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理财产品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的金融资产” ，在“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目列示；

（3）将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的上市公司股票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 ，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列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在“交易性金融资产” 项目列示;

（4）将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非上市股权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融资产” ，在“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列示。

2.对公司的影响

（1）金融工具列报对2019年期初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不对比较财务报表

进行追溯调整，但对2019年期初列报进行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19年财务报表期初数的影响如下

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调整前）

2019年1月1日

（调整后）

列报项目 账面价值 列报项目 账面价值

应收票据 103,594.78 应收款项融资 103,594.78

其他流动资产 99,074.33

交易性金融资产

99,074.3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61.55 61.55

715.2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15.24

3,343.07 3,833.64

（2）金融工具减值对2019年期初财务报告的影响：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重述前） 调整金额

2019年1月1日

（重述后）

资产：

应收账款 856,311.39 -9,042.35 847,269.04

其他流动资产—票据贴现 106,350.25 -8.00 106,342.25

其他非流动资产 89,750.36 -296.37 89,453.9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7,528.76 1,340.21 28,868.97

所有者权益： -

未分配利润 245,064.49 -6,859.81 238,204.68

少数股权权益 103,985.95 -1,146.69 102,839.26

执行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2019年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

策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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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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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

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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