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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0280

公司简称：中央商场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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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商场 600280 南京中商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祝珺 李尤

电话 025—66008022 025—66008022

办公地址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10号 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10号

电子信箱 zyscdm@njzsgroup.com zyscdm@njzs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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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69,302,800.11 15,891,719,277.78 -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3,162,386.91 1,446,653,740.26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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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130,108.20 -3,235,236.86

营业收入 3,912,846,168.03 4,126,650,482.61 -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08,646.65 70,090,791.01 -9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081,758.70 76,917,285.74 -64.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3.72 减少3.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61 -90.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 0.061 -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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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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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义财 境内自然人 41.51 476,687,416 0 冻结 476,687,416

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0 166,500,000 0 冻结 166,5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3.02 34,711,808 0 未知

许尚龙 境内自然人 0.84 9,593,000 0 未知

成少明 境内自然人 0.81 9,261,851 0 未知

许昊天 境内自然人 0.76 8,711,066 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2 8,249,50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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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 7,467,898 0 未知

吴娟玲 境内自然人 0.64 7,309,766 0 未知

吴庆洪 境内自然人 0.58 6,714,6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祝义财先生为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祝义财先生与江苏

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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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450,9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95,210亿元，同比增

长8.4%，商品零售173,930亿元，同比增长8.3%。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

位化妆品类同比增长13.2%，增速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个百分点。

报告期，公司百货零售主业运营总体平稳，在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环境中，主业百货零

售销售较同期有所增长。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紧跟宏观经济发展大势，以业绩为中心，着眼于

长远，心无旁骛苦练内功，紧紧围绕“专注、调改、转型、巩固” 八字方针，专注百货零售主

业，加快百货门店调改升级，推进部分百货门店购物中心化转型，大胆尝试品牌引进激励机

制；改变地产项目管理模式，推动地产项目代建、代销协议落地，强化线下营销活动的圈层

性和精准性；稳步巩固提升新业态项目经营业绩，逐步退出孕婴童、撒蕉的猩猩等持续亏损

或不达预期的部分新业态项目；梳理精简人员，严控各项费用支出。 2019年上半年，百货零

售主业业绩稳定，公司各项经营措施得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专注百货主业，挖掘优势门店潜力，不断提升百货零售业绩。

2019年上半年，公司坚持专注百货零售主业，进一步挖掘中心店、淮安店等优势门店潜

力，加快百货门店调改升级，加大弱势门店帮扶力度，大胆尝试品牌引进激励机制，不断优

化百货门店商品结构，加快品牌调整，通过优秀产品导入、功能升级，丰富门店功能，提高时

尚度，推进部分百货门店购物中心化转型，不断提升百货门店核心竞争力和经营业绩。

根据年度开店计划，稳步推进沭阳百货、徐百大搬迁项目规划、招商等各项开业筹备工

作。

二、改变地产项目管理模式，推动地产项目代建、代销协议落地。

2019年上半年，地产项目委托代建、代销协议签订落地。 公司改变地产项目管理模式，

重新梳理地产各项目，调整部分项目规划，对部分项目重新定位定价，根据市场情况调高项

目售价提增部分项目货值。 严格控制成本，努力优化费用结构，积极改变营销模式，缩减企

划公司费用，减少线上媒体投放，强化线下营销活动的圈层性和精准性，地产项目降本增效

初见成效。

同时全力推进各项目后续建设以及沭阳百货、徐百大搬迁项目、盱眙商业街等计划开

业项目的装修工作。

三、重新审视新业态各项目，稳步巩固提升罗森便利店经营业绩。

根据年初计划，公司上半年重新梳理新业态各项目。 罗森新开项目慎重选址，开店稳步

推进，随着罗森便利店开店总量增加和良好运营，市场口碑持续提高，罗森便利店的经营能

力显著提升；上半年新开的AU79轻奢咖啡简餐、云妆BeautyCloud化妆品集合店按计划推

进中；同时对孕婴童、撒蕉的猩猩等持续亏损或不达预期的部分项目进行有序退出；新业态

项目逐步进入良性成长的发展轨道。

四、加强基础管理，优化流程，严控各项支出，提升企业竞争力。

公司持续加强各项基础工作管理，刷新百货经营决策文件，完善百货品牌招商激励机

制，修定安全飞行检查制度。 梳理优化授权审批流程体系，建立以利润为核心目标的流程型

和时效型为主的管理体系，推行以利润为指标的价值考评体系，梳理精简人员，严控各项成

本费用支出，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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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

600280

编号：临

2019--042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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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9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其中委托2名，公司监

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祝珺先生主

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

600280

编号：临

2019

—

043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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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8月27日召开第

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祝

珺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官国宝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简历附后）。

官国宝先生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 工作经验以及任职资格，已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董事会秘书的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附官国宝简历

官国宝，男，1962年4月生，大专学历，会计师。 历任南京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部长助理、副部长、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部长、部长、证券事务

代表。 现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板块副总裁、证券投资部总经理。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

600280

编号：临

2019--044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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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

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内公司无门店变动情况。

二、 报告期内公司拟增加门店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沭阳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自建的百货商场拟于2019年9月下

旬开业。

三、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

（一）公司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万元

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百货

零售

346,796.49 270,657.82 21.95 4.43 4.96 -0.40

商业

地产

40,672.78 32,993.42 18.88 -46.37 -41.33 -6.97

服务 3,815.35 3,791.08 0.64 -19.20 49.05 -45.50

合计 391,284.62 307,442.32 21.43 -5.18 -2.91 -1.84

（二）公司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万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江苏 349,609.31 -6.04

山东 11,474.78 -1.87

河南 11,352.86 -9.07

湖北 8,903.82 5.22

安徽 9,943.85 25.04

合计 391,284.62 -5.18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公司代码：

600230

公司简称：沧州大化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717

公司简称：郑煤机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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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 600230 *ST沧大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晓婧

电话 0317-3556143

办公地址 沧州市运河区永济东路19号

电子信箱 czdhzqb@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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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1,467,655.60 4,614,027,210.46 -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523,509,511.87 3,587,972,710.31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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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00,916.26 589,918,030.76

营业收入 1,099,004,434.97 2,493,179,010.64 -5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1,505,361.79 768,061,747.71 -95.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5,403,616.30 767,906,955.06 -9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88 24.73 减少23.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765 1.8648 -95.9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765 1.8648 -9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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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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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6.25 190,467,424 190,467,424 无

向量多维（北京）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向量宏观量化3期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97 12,248,923 12,248,923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5 3,097,084 3,097,084 未知

刘丽丽 未知 0.72 2,959,266 2,959,266 未知

沈朔 未知 0.38 1,555,260 1,555,26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36 1,478,260 1,478,260 未知

河南恒通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0.33 1,373,300 1,373,300 未知

向量多维（北京）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向量ETF量化4期

未知 0.29 1,194,395 1,194,395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28 1,168,061 1,168,061 未知

周建林 未知 0.26 1,070,956 1,070,956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沧州大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不是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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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TDI价格横盘多波动少，处于低位运行状态，仅在3-5月份完成一波大

的涨跌，1、2、6三个月几乎都在横盘状态中度过。1月份TDI价格跌多涨少，价格在13600元/

吨（含税）上下波动。 2月份由于下游一方面节前多有备货，另一方面节后消耗环节启动缓

慢，导致需求连贯性较差，TDI价格松动下探至12800元/吨（含税）。 3月份TDI价格波动空

间不大，市场继续经历僵持行情，TDI价格在13000元/吨（含税）上下浮动。 4月份在市场经

历较长时间的底部横盘后，TDI价格几乎全月上行，仅在中旬短暂回落后继续上冲，月均价

15200元/吨（含税）。 5月份TDI价格全月下跌，几乎与4月份呈对称状，月底收于12500元/

吨（含税）。 6月份TDI价格横盘为主，上旬TDI止跌进入横盘状态，市场价触及12300元/吨

（含税）后未再继续下行。

面对变化的市场情况，我公司积极稳定生产，保障市场供给，同时以客户为中心，灵活

调整销售政策，适应市场需求，不断努力提高利润水平，确保企业发展。

2019年烧碱市场价格整体呈下滑走势。 1-2月份液碱市场平稳运行，市场价格区间为

800-� 1000�元/吨（含税）之间。自3月下旬以来，烧碱市场整体表现平淡，需求端利好消息

匮乏，市场价格区间为每吨 700-900�元/吨（含税）之间。

由于我公司烧碱为液体状态，运输范围有限，所以我公司烧碱的主要客户多为河北和

山东周边的直接用户，因此具有中间费用少，用量稳定等特点。

截至6月底，公司共生产TDI产品84,102.86吨，销售TDI产品77,535.87吨，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89,572.46万元。生产32%浓度烧碱产品264,891.37吨，销售32%浓度烧碱产品244,

302.93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453.04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9,900.4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9,317.9万元，同比

降幅55.9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50.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6,806.17

万元，同比降幅95.9%，基本每股收益0.07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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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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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230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

2019-27

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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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现将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生产量（吨） 销售量（吨） 营业收入（万元）

TDI 84,102.86 77,535.87 89,572.46

离子膜烧碱（32%浓度） 264,891.37 244,302.93 16,453.04

二、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年半年度

平均售价（元/吨）

2018年半年度

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例（%）

TDI 11,552.39 26,255.88 -56.00

离子膜烧碱（32%浓度） 673.47 793.99 -15.18

在全球范围内， 位于欧洲巴斯夫30万吨/年TDI生产装置和科思创30万吨/年TDI生产

装置分别在2018年进入正常生产阶段，自2018第四季度起，国际市场供应缺口得到弥补，

国内出口量减少，供应量增加。 同时，2018年年底至2019年年初，万华化学位于山东烟台的

30万吨/TDI生产装置投产，在2019年第一季度，其TDI产品正式投放市场。 因此，2019年国

内TDI供应量增加，市场价格出现明显的下滑。

2019年烧碱市场价格整体呈下滑走势。 1-2月份液碱市场平稳运行，自3月下旬以来，

烧碱市场整体表现平淡，需求端利好消息匮乏。

2、主要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9年半年度

平均采购价（元/吨）

2018年半年度

平均采购价（元/吨）

变动比例（%）

甲苯 4,655.56 5,110.95 -8.91

天然气 2.01 1.83 9.84

焦炭 1,919.61 1,879.13 2.15

国际原油价格下滑，国内调油市场走弱，甲苯市场不旺；受中石油销售政策调整，天然

气价格上调；焦炭市场受国家环保治理影响限产，钢材市场走高，带动焦炭市场走高。

三、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30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

2019-28

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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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下午2：30在公

司办公楼第五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6人，独立董事姚树人、郁俊莉、周文

昊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监事于伟、平殿雷、肖冉列席了会议；会议人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

要求。 会议由董事长谢华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已于2019年8月16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30

股票简称：沧州大化 编号：

2018-29

号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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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16:00在公司五楼

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8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应到监

事3人，实到监事3人，有效表决票3票。到会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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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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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反映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在提

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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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煤机 601717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郑煤机 00564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海斌 习志朋

电话 0371-67891015 0371-67891199

办公地址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167号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167号

电子信箱 haibin.zhang@zmj.com zhipeng.xi@zm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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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9,600,359.14 27,690,854,793.24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946,046,453.46 11,457,211,263.34 4.2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7,320,258.09 -348,175,837.21

营业收入 12,724,469,794.26 12,720,498,610.35 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30,729,048.28 455,928,236.75 6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24,378,208.61 379,008,838.02 6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8 4.14 增加2.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6 6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26 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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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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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机械装备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08 521,087,800 质押 63,900,000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12.73 220,522,59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5 45,841,238 无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1 40,000,00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5 28,608,500 无

李俊 境内自然人 1.49 25,838,600 无

YITAI�GROUP� (HONG�KONG) �CO�

LIMITED

境外法人 1.29 22,399,200 无

曹阳 境内自然人 1.01 17,458,08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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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0 12,096,243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48 8,270,755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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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战略定位国际化、公司治理市场化、产业布局高端化、人力资源全球化” 的发展战略，紧抓

当前国企改革的良好机遇，继续优化集团管理构架，持续推动企业改革，紧抓煤炭行业稳定的发展机遇，并积极应对汽车

市场下滑形势，收入、利润等主要经营指标创近年最佳，实现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1、集团总体经营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7.24亿元，同比增长0.0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1亿元，同比增

长60.27%。

2019年上半年，公司各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表所示：

2、集团改革发展情况

（1）2019年上半年，公司深入贯彻落实深化国企改革的有关政策，以列入“双百企业” 为契机，探索建立健全企业中

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先后推出中长期超利润激励方案及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现长短期结合，吸引、保留和激励核心人才，

实现核心人才与企业发展绑定，推动企业持续释放发展新活力。

（2）建立完善立足全球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优化集团公司优秀人才的选育用留机制。加强跨板块人才交流，培养具

备国际视野和中国本土管理能力的优秀人才。

（3）推进创新与变革管理，持续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实现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 从局部改造到构建完整的智能化生

产系统，打造智能工厂，带动生产管理、技术工艺、企业管理的全方位升级。

3、煤机业务经营情况

（1）紧抓机遇，市场地位进一步稳固。 2019年上半年，公司煤机板块订货、回款额均突破历史最高纪录。 国内市场推

行基于大数据分析的区域化市场开发模式，实施效果良好；国际市场实现高端市场连续突破，获美国、俄罗斯等多个市场

订单。

（2）加快科研攻关，技术升级，重点科研项目进展顺利。 液压支架方面，围绕高端高可靠性、矸石充填、超大伸缩比立

柱、超大采高放顶煤等开展技术攻关，项目进展顺利；智能化产品方面，智能工作面开发部分新技术进入调试应用阶段，并

对标客户要求，进行持续开发改进；新工艺新材料方面，联合供应商开展钢材、焊材等新材料开发，推动企业降本增效。

4、汽车零部件业务经营情况

在2019年上半年全球汽车主要市场持续下滑的情况下，公司汽车零部件板块进一步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同时严控成

本与新增投资，经营情况优于整体市场情况。

（1）亚新科方面，持续推进产品创新，生产效率与质量改进取得成效，废品率持续降低；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的凸轮轴、

活塞环成功开发并应用，部分产品占据行业领先地位，商用车市场份额稳步增加；新客户开发及售后市场布局进展顺利；

积极应对贸易摩擦，重新布局国际业务，部分产品出口业务实现增长，有效缓解国内市场压力。

（2）SEG方面，顺利完成银行融资置换，降低整体融资费用；48V� P〉0以及高压电机开发工作有序进行；完成中国工

厂二期开发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机技术研发中心签约，有序推进相关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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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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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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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相关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

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资产负债表：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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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利润表：将利润表中“减：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及“减：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变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及“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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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否与资产相关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财会〔2018〕35号）

2016年1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6号－租赁》。

2018年12月，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上述两项准则简称为“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

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 1月1日起

施行。 根据财政部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新租赁准则的主要变化在于租赁的识别、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列报与披露等方面，特别是在承租合同方面，要求对承

租的各项资产应考虑未来租赁付款额折现等因素分别计入公司资产和负债，后续对相应的资产进行折旧处理，对相应的

负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利息支出。 在出租方面和融资租赁方式的承租方面则没有实质性的重大变化。

根据现行租赁准则要求，经营性承租资产的租金费用在租赁期内确认为相关资产或费用。修订后，承租人首先应识别

是否构成一项租赁，对符合租赁定义的租赁合同按新租赁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初始确认时，经营性承租资产根据租

赁开始日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现值确认租赁负债，同时按租赁负债及其他成本（如初始直接费用、复原成本等）确认

使用权资产。后续计量时，对使用权资产进行折旧并确认折旧费用，同时按固定的周期性利率确认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

期间的利息支出。 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根据以上修订后会计准则中关于新旧准则衔接的相关规定，公司从 2019�年1月1日起，按以上修订后会计准则的要

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上述新租赁准则的采用，会增加本公司的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但不会对本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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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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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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北京时间2019年8月28日上午9:00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董事焦承尧、向家雨、贾浩、汪滨现场出席会议，董事付祖冈、王新莹、刘尧、李旭冬、江华以通讯方式出席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焦承尧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A股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H股2019年中期业绩公告及公司H股2019年中期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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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对董事履职情况及其任何重大承担之变动情况自查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评价本公司董事会的架构、人数、组成（包括技能、知识及经验）及董事会多元化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评价公司董事及经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及年度绩效考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鉴于目前公司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情况，

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同意终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大型成套关键装备建设项目2#、4#厂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投资约2.39亿元在原洗选用地上新建大型成套关键装备建设项目所需厂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液压支架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为推进装备制造智能化，转移和扩充煤机产能，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董事会同意公司在现有固定资产基础上新增投

资约2.94亿元，建设液压支架关键零部件智能制造生产线项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华轩（上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在河南省国资委指定的产权交易机构分批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华轩 （上海）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简称“华轩基金” ）49.18%股权。 股权转让挂牌价格按照经公司上级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组成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证券监管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发

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同意调整董事会组成人数，公司董事会人数由9名增至10名，并相应修改《郑州煤矿

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程惊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薪酬标准为14万元/年（含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提名程惊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事项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且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组成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后方可生效。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试行）〉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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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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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北京时间2019年8月28日上午10:00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监事刘强、王跃、崔蕾蕾、周荣、张易辰、苑少冲现场出席会议，监事倪威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刘强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A股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

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 该报告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没有

出现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3、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审议、信息披露的有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违反信息保密规定

的行为。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H股2019年中期业绩公告及公司H股2019年中期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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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

鉴于目前公司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情况，

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监事会同意终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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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

2018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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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概述

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

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或董事会授权的指定人士全权办理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相关事项，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已获得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同意批复，且相关议案已经公司于2018年9月5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2018年9月6日及

2018年9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申请

文件。

二、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原因

自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公布以来，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与中介机构等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各项工作。鉴于目前公司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

情况，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审慎考虑，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

三、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议程序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的议案》，同意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

已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或董事会授权的指定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的

授权，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鉴于目前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变化，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经营情况，综合

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 目前公司业务经营正常，终止本次非公

开发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鉴于目前公司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结合公司发展规

划及实际经营情况，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审慎考虑，同意公司终止2018年度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事项。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目前公司业务经营正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鉴于目前公司自身情况、行业市场环境及资本市场状况等诸多因素发生了变化，结合公司发展规划

及实际经营情况，综合考虑内外部各种因素，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意公司终止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

项。

七、备查文件

1、《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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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组成人数暨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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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董事会组成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证

券监管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拟调整董事会组成人

数，公司董事会人数由9名增至10名，并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本次修改” ），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公司章程》原条款 拟修改为

第一百六十三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

名。

第一百六十三条 董事会由10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名，副董事长1

名。

除上述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

司有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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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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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增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证

券监管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未来发展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董事会拟增设董事一

名，引入汽车行业有关专家担任公司独立董事。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程惊雷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后，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程惊雷先生为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薪酬标准与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一致，为14万元/年（含税）。

本次董事增选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人数由9名增至10名，董事会的构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提名程惊雷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事项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且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组成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后方可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附件：程惊雷先生简历

程惊雷，男，1967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曾任上汽大众物流和工业

工程工程师、计划与物流部部长、生产规划部部长、产品工程部部长，上汽集团技术和质量部总经理兼工程研究院院长、战

略和业务规划部总经理、总工程师等职务。亦曾担任上汽硅谷风险投资公司董事长、大连新源公司（燃料电池）董事长、联

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及上汽大众、上汽通用董事、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 2018年

6月至今担任仲德资本合伙人、总裁，2018年10月至今担任奕都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8年4月至今担任大

昌行集团有限公司（HK� 01828）独立董事，2019年8月开始担任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3037）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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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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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根据内部管理需要，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和股东，变更了部分投资

者联系方式，更新后的联系信息如下：

变更内容 原联系方式 变更后联系方式

公司投资者

联系方式

邮箱 zmj@zzmj.com ir@zmj.com

电话 0371-67891017 0371-67891199

董事会秘书张海斌

联系方式

邮箱 zhanghb1021@163.com haibin.zhang@zmj.com

电话 0371-67891015 0371-67891015（保持不变）

证券事务代表习志朋联系方式

邮箱 zmj601717@163.com zhipeng.xi@zmj.com

电话 0371-67891017 0371-67891199

以上联系方式自本公告之日起正式启用。 除此之外，公司原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及公司网站等其它联系方式信息不

变，请广大投资者留意。

因投资者联系方式变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