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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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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航天工程 60369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徐京辉 张瀛丹

电话 010-56325888 010-56325888

办公地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141号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141号

电子信箱 htgc_bgs@china-ceco.com htgc_bgs@china-ce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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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7,657,450.55 3,675,308,251.27 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734,852,903.66 2,662,094,232.17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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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3,919.08 5,509,456.90 -3,738.54

营业收入 733,362,892.17 682,884,754.58 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1,625,179.52 140,014,871.59 -4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072,215.96 137,600,770.24 -5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5 5.47 减少2.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2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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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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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国有法人 45.98 246,425,829 0 无 0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7 81,841,375 0 无 0

北京航天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7.85 42,058,823 0 无 0

北京航天动力研究所 国有法人 7.63 40,870,046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72 3,880,825 0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56 2,991,300 0 未知

张流绪 未知 0.55 2,972,217 0 未知

韩美娟 未知 0.33 1,781,264 0 未知

姚寅之 未知 0.26 1,414,400 0 未知

高小婷 未知 0.22 1,175,714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北京航天

动力研究所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航天投资为航天产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之一， 其对航天产业

基金的出资比例为24.67%。 同时航天投资为航天产业投资基

金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9�年是确保公司“十三五”圆满收官的攻坚决胜之年，是全面推进管理提升、统筹加强能力建设，实现公司向“高质量、高效率、

高效益”发展的深化落实之年。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3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0.7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8.84%。

1.报告期内，公司签署了空气化工产品总承包项目、安徽泉盛项目、福建申远总承包项目等，继续保持良好的市场拓展成果，经营情

况稳定。

2.报告期内，公司对新形势下现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定位及政策进行探讨，结合《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开展市场信息研究；

配合相关部门进行能源化工“金三角”产业协同发展调研，深入开展技术交流，培育有效项目；不断推进国际化项目进程，拓展海外市场

新型合作模式。

3.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和提升项目全周期和全面计划的力度与水平，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确保项目交付。 做好项目生产计划和

采购管理。 持续为业主提供全面、专业、细致的技术支持，高标准开展远程服务、仿真培训、气化炉维修等工作，保障项目长周期稳定运

行。

4.报告期内，公司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大规模干煤粉气流床气化技术开发及示范项目”持续推进，完成项目中期检查；开展气化

炉生产制造及示范装置施工建设。持续进行石油焦气化机理研究；开展气化炉仿真模拟；开展全热回收新一代气化技术和气化试验装置

研发；开展智能化工厂技术研发布局，制定基于智能化的煤气化装置长周期运行技术路线。

5.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技术创新，获得专利授权8项，其中发明专利授权7项（含海外专利授权3项）。

6.报告期内，公司制定全面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办法，推进典型代表经营项目绩效评价考核与专项工作任务预算绩效评价考核，确保

预算执行控制与及时反馈，强化资金预算执行监控；持续推进降本增效专项工作，建立项目基础成本配套数据库，分类实施降本增效目

标绩效考核；加快推进财务信息化建设，推动资源计划系统建设，完善系统功能。通过深化全面预算管理、实施重点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

管控，加强财务信息化建设，夯实了公司经济管理基础，加强了内部科学管控，提升了经济发展质量。

7.报告期内，公司强化风险管理理念，通过开展定期与专项风险评估，强化风险管理理念与公司经营业务相结合，有效防控风险；通

过内部控制定期评价与专项评价，对规章制度体系的设计有效性和执行有效性进行监督和检查，持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通过专项内部

审计对分支机构及子公司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公司资产安全和稳健运营。报告期内，公司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随业务发展不断

完善，经营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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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31�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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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2017�年 5�月 2�日，

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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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9�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应财务报表项目变动详见本报告附注“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

关项目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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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

2019-029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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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

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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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19-030。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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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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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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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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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6号）核准，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由主承销商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8230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12.52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30,396,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49,220,

588.62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1,175,411.38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1月21日对本次发行的

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大华验字【2015】000030号《验资报告》。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共计使用募集资金931,551,533.80元，其中2019年上半年使用募集资金2,224,081.19元，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合计为68,110,289.85元（包含现金管理收益、存款利息等）。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制定了《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

金的存放、使用及管理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均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以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的情形。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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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及保荐机构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分别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在北京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包含现金管理收益、存款利息等等，未经审计）如下表所示：

序号 开户银行 专户账号 余额（元） 存储方式

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

京支行

11014724869009 已销户 /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

庄支行

110907205210111 68,110,289.85 活期等方式

合 计 68,110,289.85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截止到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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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

报告》（大华核字[2015]000300号），截至2015年1月26日，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43,898.12万

元。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43,898.12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于2015年2月13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5）。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2019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及购买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等现金管理的情形。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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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1,175,411.3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24,081.1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1,551,5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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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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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煤气

化装备产

业化基地

二期建设

项目

-

205,707,

300.00

—

205,

707,

300.00

57,500.00

187,553,

419.80

-18,153,

880.20

91.17 2017.02

4,

719.24

万元

是 否

兰州航天

煤化工设

计研发中

心建设项

目

-

175,180,

000.00

-

175,

180,

000.00

0.00

175,600,

541.54

420,

541.54

100.24

2014.1

2.31

- - 否

企业信息

化建设项

目

-

40,694,

000.00

-

40,694,

000.00

2,028,

813.19

33,323,

321.20

-7,370,

678.80

81.89 - - - 否

日处理煤

量2500吨

级航天粉

煤气化炉

技术研制

项目

-

30,250,

000.00

-

30,250,

000.00

137,

768.00

6,651,

351.29

-23,598,

648.71

21.99 - - - 否

补充公司

营运资金

-

528,514,

700.00

-

528,

514,

700.00

0.00

528,422,

899.97

-91,

800.03

99.98 - - - 否

合计 —

980,346,

000.00

980,

346,

000.00

2,224,

081.19

931,551,

533.80

-48,794,

466.20

95.02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航天煤气化装备产业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2019年上半年生产的产品完工销售实现

利润4719.24万元。

日处理煤量2500吨级航天粉煤气化炉技术研制项目： 本项目前期技术研究已经

完成，业内一般会选择气化炉的实际使用单位来进行实地试制和建设，目前实体建造

项目正在落实中。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5年1月26日，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43,898.12万元。 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

资金43,898.12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

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

603698

证券简称：航天工程 公告编号：

2019-031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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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0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并

于2019年8月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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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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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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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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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告编号2019-030。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航天长征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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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天机电 60015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亚军 盛静文

电话 021-64827176 021-6482717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漕溪路222号航天大厦南楼8楼 上海市漕溪路222号航天大厦南楼8楼

电子信箱 saae@ht-saae.com saae@ht-saa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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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7,496,303.22 11,466,867,738.74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923,286,456.50 5,982,935,103.3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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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463,344.60 -535,018,498.42

营业收入 3,238,184,369.92 3,341,175,153.53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7,698,692.95 -174,662,70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5,062,748.34 -192,678,306.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297 -3.0976 增加1.46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0.12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1 -0.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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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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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国有法人 26.45 379,350,534 0 无 0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5 63,891,829 18,407,239 无 0

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8 35,617,029 0 无 0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 35,054,498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1.98 28,330,100 0 无 0

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9 27,149,321 27,149,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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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5 12,119,490 0 无 0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保险产品

其他 0.64 9,170,051 0 无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58 8,378,826 0 无 0

刘芳 境内自然人 0.58 8,297,60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和上海新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是上

航工业的全资企业。 上航工业、上海航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上海新

上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的行政关系隶属于八院。 航天投资实际控制

人为航天科技集团。 以上五家股东间存在关联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上述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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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实际控制人未变更， 仍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变更日期 2019-4-19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详见2019年4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2019-023号《关于控

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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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汽配产业

2019年上半年汽车产销整体处于低位运行，远低于去年及今年年初行业的预期，市场消费动能并未受“价格促销”等因素影响而明

显提升，消费者观望情绪依然浓厚。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9年1-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13.2万辆和1,232.3万辆，同比分别

下降13.7%和12.4%：其中乘用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997.8万辆和1,012.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5.8%和14%；从全球整体来看，乘用车市场

未来五年预期将保持3%的年复合增长率，相比传统燃油车，新能源乘用车预期将保持较快增长，培育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汽车关键零部

件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层面。

受2019年上半年汽车销售形势较差影响，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下调了年初对于2019年汽车销量的预判，预计2019年全年汽车销量为

2,668万辆左右，同比下滑5%。这意味着2019年中国汽车销量或将再次出现同比负增长，且下滑幅度高于2018年。但随着7月1日国家购

置税新政的正式实施及部分地区国六标准的正式切换，消费动能或有所改善，这些将会成为下半年市场需求改善的积极因素。

整车产销量的不断下跌，导致零部件企业上半年承受销量下滑和降价的双重压力，低利润运行的风险不断加大。由于对核心零部件

依赖性不断加强，目前主机厂要求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降价的议价能力并不强，而对于技术门槛低、需求量大的非核心零配件，各大车企

已经有意识的将订单转移给已完成技术攻关且质量稳定的本土零部件企业。因此，本土零部件企业亟待研发高附加值产品抵御风险。在

目前有限的全球网络下，本土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主要采取的措施是进行海外并购，增加在工程及供应支援方面的投资，以适应整车厂客

户高度复杂的全球设计需求，避免在全球竞争下被边缘化，提高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市场格局方面，国内汽车市场逐渐进入微增长甚至负增长趋势，但庞大的市场基数及市场潜力等，仍然吸引众多海外零部件企业，

如博世、日本电装、采埃孚以及佛吉亚等纷纷在华投建新工厂，而大陆集团、巴斯夫等企业则将研发中心落地中国，以进一步提升本土研

发创新能力，加强与客户合作以满足国内汽车市场未来发展的需求。

（二）光伏产业

得益于海外需求旺盛，出口拉动效应明显，2019年上半年我国光伏产业整体保持健康发展。 彭博新能源预计今年全球光伏装机将

达到123-149GW，GW级市场多达19个，竞价成为推动欧洲、中东、非洲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去补贴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市场的主要因

素。

上半年我国国内光伏新增装机量约11.4GW，同比下降超50%，其中：集中式约6.8GW，同比下降44.3%；分布式约4.6GW，同比下降

61.7%。 随着补贴项目、平价项目相继落地，下半年国内市场有望恢复，预计2019年全年我国光伏制造业整体仍将保持平稳增长。

伴随平价上网步伐的加快，光伏产业的技术革新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产业链从硅片到系统端，均在不断更新现有产线的生产工

艺，硅片逐步向大尺寸、薄片化发展，电池片效率逐步提高，单晶PERC产能不断扩充，半片、拼片、叠瓦、MBB等技术不断推高组件转换

效率。新技术、新工艺带来更低的产能建设成本、更高的生产效率、更优的产品性能，产业化新技术带来的降本增效将继续推动光伏组件

价格未来的下行。

目前，全球光伏产业正经历着市场、政策、技术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公司也将紧跟行业发展，逐步适应新形势需求，不断提升自身

的核心竞争力。

（三）报告期内经营情况

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38亿元， 同比下降3.08%， 其中： 光伏组件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11%； 汽车热系统业务同比减少

3.58%，该业务已占公司合并收入贡献的59.7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77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亏7,696万元，

减亏原因主要系剥离了光伏板块电池片、EPC环节，控制了光伏产业的亏损现状。 但受制于今年汽车市场整体增长疲软、公司汽车热系

统业务主要客户的配套车型销量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热系统业务业绩受到一定的影响。

下半年，公司将秉持“稳中求进”的策略，重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创新和推进国际化战略，以进一步提升公司发展质量。

1、汽配产业

报告期内，爱斯达克实现营业收入7.90亿，同比下降21.58%，实现利润总额-985万元，由盈转亏。 面对上半年严峻的市场环境，爱斯

达克积极拓展新订单，为未来业绩获取保障。随着下半年通用新平台项目的定点及一汽大众项目的扩张，关键业务上的订单情况将得到

改善。在努力确保供应合资车市场的同时，爱斯达克也在积极拓展自主品牌和新能源车市场，已获得庆铃项目、威马汽车项目的定点，有

利于后续订单的获取或延续，也有利于发挥公司在产品集成上的优势和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erae� Auto实现营业收入11.65亿元，与去年同比（2018年1-6月份）减少0.4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446万元。 营业收入

下降主要系美国通用及FCA出口订单减少所致。 上半年，erae� Auto新获订单约9.8亿元（生命周期），下半年预期新获订单收入将持续

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金桥基地的汽车零部件非热系统业务因部分业务调整、转移，实现收入6,566万元，同比下降48.31%。 EPS业务上

半年销售3,859套，同比下降67.95%，主要系主要客户众泰配套车型销量下滑。

后续，公司将统一全球品牌，优化完善全球管理架构，进一步发挥整合协同效应；优化客户结构，加大国内自主品牌整车企业热系统

项目获取，继续拓展全球销售市场；通过全球共同采购来降低采购成本，同时通过梳理现有产品和系统的管理流程，采取价值分析的方

式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相关成本；加大研发和工程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核心技术能力、制造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

2、光伏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光伏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2.38亿元，利润总额-1,861万元，同比减亏1.73亿元，减亏原因主要系去年完成了电池片、

EPC环节剥离，亏损得到一定控制。 其中：

（1）光伏制造与销售

2019上半年，公司光伏制造业务实现收入11.07亿元，同比增加14.72%，实现利润总额-4,589万元，同比减亏10,396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硅片环节采取以小方锭销售为主，硅片销售为辅的经营策略，满产满销，但受市场影响，售价急剧下滑，实现销售收

入1.25亿，同比减少53.06%，其中小方锭销售1,589.75吨，硅片销售14.57万片；实现利润总额423万元，主要得益于硅料价格下降和生产

技术优化，从而有效控制了生产成本。 为应对多变的市场形势，公司致力于持续开发意向客户和长期合作客户，硅片环节客户数量已逐

步扩展至当前的28家。

报告期内，公司顺应市场形势，积极调整组件营销策略，实现组件对外销售456.17MW（不含代工、外协），销售收入9.28亿元，订单

主要分布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其中土耳其公司实现销售组件275.88MW，同比增加170MW，实现销售收入9,375万美元。 鉴于自

5月17日起，土耳其被美国取消最惠国待遇，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土耳其工厂的贸易政策优势，公司将积极通过协商税务分担、降低制造

成本等手段尽可能转移关税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

随着行业技术的持续升级，新装备、新工艺、新材料的出现给公司现有生产线带来巨大挑战，盈利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由于产能规模

较小、成本控制能力较低、工艺技术水平薄弱等原因，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后续将继续紧跟技术发展步伐，通过积极和高效生产线

设备商合作升级现有产线，同时，持续加强品牌建设和营销管理，提供满足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

（2）电站运营

公司去年完成了对光伏电站EPC业务的剥离，不再投资开发新的电站项目，目前仍持有的电站规模约为350MW。报告期内，公司进

一步加强了对持有电站的精细化运维管理，以提升发电量为核心目标，以加强基础管理为工作抓手，在确保电站安全稳定运营的基础

上，一方面，加强与各级电网的沟通，及时掌握补贴政策的信息，做好各项基础工作，确保进入补贴补录，保障补贴及时到位，另一方面在

西部限电地区，调整发电策略，有效降低限电比例，提升发电量。公司所持电站项目上半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3,142万元，实现整体盈利

约2,728万元，同比增加1,998万元，增幅270.70%，主要是因为新并网投运电站贡献利润及西部限电形势进一步缓解带来发电收入与利

润的增长。

3、技术研发

报告期内，公司申请并受理的专利18项，其中发明专利12项。 新增授权专利10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

汽配产业方面，公司热系统研发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推进整合上海、大邱、卢森堡、底特律4大研发中心技术资源，主攻空调系统、

动力系统冷却模块以及新能源汽车热管理前沿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满足市场需求，公司积极开展新技术的前期研发，确定三蒸发式新

能源热泵系统、驱动电池冷却板、高性能冷凝器以及电动压缩机等为2019年重点项目。

光伏产业方面，公司重点开展MBB半片与整片组件第三方测试机构的认证测试，通过TUV认证。目前已完成大尺寸组件、常规半片

+贴膜组件、72板型带框双玻组件试制，并正在进行高效组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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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编号：

2019-052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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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18日，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

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上海市漕溪路222号航天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董事9名，亲自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独立董事沈文忠因公务

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委托独立董事邓传洲在授权范围内代为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4名监事及相关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详见同时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放弃甘肃申能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公司参股公司甘肃申能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掖市远达建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拟以3,265.90万元价格，转让其所

持甘肃申能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68.97%股权，董事会同意公司放弃行使相关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详见同时披露的《关于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2019-053）。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编号：

2019-053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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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

公司参股公司甘肃申能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能装备” ），其控股股东张掖市远达建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远达建材” ）拟以3,265.90万元价格，将其所持申能装备68.97%的股权转让给嘉峪关市祥远物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祥远

物资” ），公司放弃行使相关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申能装备控股股东远达建材拟以3,265.90万元价格，将其所持申能装备68.97%的股权转让给祥远物资，并征询公司是否对相关股

权行使优先购买权。

申能装备股东变更后，祥远物资成为申能装备的控股股东。远达建材不再是申能装备的股东，不再享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祥

远物资和远达建材与公司均无关联关系。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放弃行使对远达建材所转让的申能装备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

2019年8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了《关于放弃甘肃申能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股权优先

购买权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放弃行使上述股权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经营计划，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交易生效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上述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双方

1、转让方：张掖市远达建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张掖市南二环路东段北侧（金张掖钢材市场）

法定代表人：范小玲

注册资本：1,019万元

成立时间：2000年4月21日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零售。

2、受让方：嘉峪关市祥远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嘉峪关市嘉东工业园区创业大道1526号

法定代表人：赵志远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4年3月16日

经营范围：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矿产品、建材及太阳能电站发电辅助设备、零件、辅助材料的批发零售；对外贸易经

营（无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二）交易标的

1、标的名称：远达建材所持甘肃申能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68.97%股权

2、甘肃申能新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住所：嘉峪关市嘉东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赵志远

注册资本：4,735万元

成立时间：2012年3月27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站的安装（以资质证为主）；光伏、光热、发电及辅助设备的研发制造与批发、零售、维护及技术开发与技术服

务；节能环保产品的研发、生产及批发、零售；钢结构件、太阳能金属结构件、螺旋地桩的制造与批发、零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

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监控化学品）、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矿产品的批发、零售；生产性再生资源（废旧金属）的回收（仅限不落

地经营）；对外贸易经营（无进口商品分销业务）（以对外贸易备案为准）

3、股东情况：

申能装备股权结构（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张掖市远达建材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3,265.9 68.97%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900 19.01%

甘肃省高台县市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85 6.02%

岳虎 236.75 5%

赵洪禹 47.35 1%

合计 4,735 100%

4、交易标的最近三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8年（未经审计） 2017年（未经审计） 2016年（未经审计）

总资产 8,264.32 12,881.42 16,907.46

净资产 3,131.3 3,556.91 5,203.54

营业收入 6,525.31 12,306.95 12,350

利润总额 -694.16 24.49 420.25

三、放弃股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受让方祥远物资与现控股股东远达建材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祥远物资继承远达建材对所有其他股东的全部承诺，包括对航天

机电有关利润分配及退出价格的承诺。

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编号：

2019-054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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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18日，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

于2019年8月28日在上海市漕溪路222号航天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监事4名，实到监事4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监事在列席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后，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并全票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监事会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其他议案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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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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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华恒盛 股票代码 00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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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韬 赖紫婷

办公地址

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

457号

福建省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

457号

电话 0592-5163990 0592-5163990

电子信箱 lintao@kehua.com laiziting@kehu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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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6,127,755.16 1,380,776,227.79 1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638,965.67 78,982,781.73 1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6,322,584.96 62,336,830.63 2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2,982,796.93 -188,986,526.55 170.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9 13.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 0.29 1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2% 2.29%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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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2,198,680.55 7,542,152,558.69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120,107,610.84 3,300,474,420.04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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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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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科华伟业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73% 86,143,249 0 质押 39,000,000

陈成辉 境内自然人 17.06% 46,307,720 34,730,790 质押 30,999,999

黄婉玲 境内自然人 5.03% 13,662,000 0 质押 1,466,000

石军 境内自然人 3.46% 9,381,455 9,381,455 质押 9,381,455

厦门象屿金融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02% 8,211,330 0

林仪 境内自然人 1.43% 3,872,800 2,904,600

颐和银丰（天

津）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1% 3,022,165 0

吴建文 境内自然人 0.81% 2,209,000 0

景 顺 长 城 基

金 － 工 商 银

行－景顺长城

基金工行500

增强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81% 2,201,438 0

肖贵阳 境内自然人 0.61% 1,662,192 0 质押 1,399,67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及陈成辉先生两者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公司的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成辉与其他前10名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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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公司战略转型的不断升级，公司业务模式、组织结构、人才团队均需随着公司战略目标进行优化调整，以达到提高内部运营效率，

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目的。“技术同源、业务协同”的优势，使得公司在面对多场景应用需求时，能够为客户提供更加符合其场景需求的解

决方案，推动公司业绩快速增长。在战略转型的过程中，公司通过利润中心制，以事业部为中心，匹配相应平台部门，构建强经营单位，实现

以客户为中心，以利润为导向的经营服务理念，鼓励利润分享、风险共担，“力出一孔” 。同时，配合精细化管理手段，有效提升经营效率，产

品开发立项、成本控制、财务管理等多方面能力得到加强。 公司战略转型成果逐步显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6,127,755.16

元，同比增长17.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76,322,584.96元，同比增长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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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五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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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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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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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上午9时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2日以传真、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陈成辉先生主持，会议采取表决票表决方式进行了

表决。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 公司全部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刊登的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二、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2019年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三、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的公告》。

四、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19年9月16日下午15:00召开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内容见本公告日刊登的《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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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下午14:3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赖永春先生主持，会议采取表决票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应到监

事3名，现场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核查，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1、公司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2、半年报的内

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上半年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9年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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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

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该议

案尚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企业名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0854927874

执行事务合伙人：肖厚发

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0日

登记机关：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二、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说明

1、因审计团队离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加入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该审计团队在此前的审计过程中能

够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且对公司业务流程等比较了解，为了保障2019年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议案提议：

1）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收费标准授权经营管理层与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

2）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收费标准授权经营管理层与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协商。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1）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证券业务资格等方面均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 我们认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满足公司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质量要求；

（2）公司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我们同意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

机构。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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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同意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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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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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

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根据上述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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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执行上述修订后的会计准则。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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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会[2019]6号的有关规定。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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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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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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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表：将“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研发费用” 根据“管理费用” 科目下的“研究

费用”明细科目发生额，以及“管理费用”科目下的“无形资产摊销” 明细科目发生额分析填列。

2、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最新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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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进一步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且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同意公司实

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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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决定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公司2019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地点：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457号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6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5日—2019年9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6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5日15:00至2019年9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

投票的，以第三次投票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9月10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9月1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拟审议：

1、审议《关于2019年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

将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以上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8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一）登记时间：2019年9月13日（星期五）（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30）

（二）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

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2019年9月13日（星期五）17：30前到达本公司为准，不接受电话登

记）

（三）登记地点：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邮寄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火炬园马垄路457号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邮编：361006

传真：0592-5162166

四、议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关于2019年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2335” ，投票简称：“科华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议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9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操作具体流程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9月15日15:00至2019年9月16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赖紫婷

联系电话：0592-5163990

特此公告。

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30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人依照以

下指示对下列提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户：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19年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2019-052

公司代码：

603698

公司简称：航天工程

公司代码：

600151

公司简称：航天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