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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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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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陇科学 股票代码 00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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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邬军晖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城新瑞路6号

电话 020-62612188

电子信箱 wujh@xilon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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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454,020.85 1,725,796,537.66 -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016,447.09 46,379,604.09 -6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810,224.14 22,114,930.50 -42.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5,449,311.69 -18,317,701.84 -1,403.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8 -6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2.70%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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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9,318,623.48 3,509,208,885.60 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25,335,128.63 1,760,122,160.18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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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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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伟波 境内自然人 14.22% 83,204,290 65,590,876 质押 80,249,985

黄少群 境内自然人 12.73% 74,500,000 55,875,000

质押 66,739,887

冻结 7,760,000

黄伟鹏 境内自然人 11.72% 68,603,004 52,186,425 质押 66,273,000

上海国药圣礼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7% 26,730,650 0 冻结 9,000,000

黄侦杰 境内自然人 2.61% 15,247,500 11,435,625 质押 15,240,000

新疆名鼎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8% 13,924,688 10,443,516

黄侦凯 境内自然人 1.95% 11,435,625 8,576,719

平安资产－工商

银行－平安资产

鑫享7号保险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1.36% 7,958,680 0

王纪文 境内自然人 1.15% 6,748,082 0

张贵峰 境内自然人 0.80% 4,708,45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黄伟波、黄伟鹏、黄少群、黄侦凯、黄侦杰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 黄

伟波、黄伟鹏、黄少群系兄弟关系，黄侦凯、黄侦杰系黄伟波之子。（2）除“（1）” 已

列明的关系外，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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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度，面对严格的安全和环保监管政策、原材料、人力成本上升、中美贸易战、国内外经济低迷等复杂的国

内外经济及行业发展环境，在公司管理层的领导下，坚持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秉承规模、效益和风险综合平衡理念， 认真

贯彻落实年初制定的各项工作计划，在确保安全和环保管理规范的基础上，围绕“化工+医疗” 战略，结合化学试剂，不断

向高端的体外诊断试剂、分子诊断试剂等方面拓展，持续推进公司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深抓研发生产，确保高质供给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自主创新，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高纯电子化学品的研制和新工艺小试及中试开发，并对现

有产品进行系列提质增效。 公司的高纯硫酸铜、电子化学品高纯硝酸银和高纯无水乙醇、高纯盐酸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

术产品，并获得两项新技术“试剂酸中硝态氮及碱金属硝酸盐亚硝态氮脱除的研究” 和“精馏耦合渗透汽化膜脱水技术” ，

进一步推动公司业务发展。

公司开展了高效水溶性甲醛阻聚剂的制备技术研究，以实现水溶性甲醛阻聚剂的量产；通过开发从工业硫脲提纯制备

高纯硫脲的生产方法，降低生产成本，实现高纯硫脲的量产商化，更具竞争力地匹配众多下游应用领域的产品需求；通过开

发超纯试剂净化的关键材料，提高试剂纯度水平，推动高端电子化学品的开发量产。 公司着力将清洁技术运用于行业工艺

生产，加强对现有产品工艺技术优化和循环利用，提升本质安全环保水平。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强技术创

新，提高研发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2、集中资源，优化产品和拓展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力度推进半导体、平板显示、光伏太阳能电池的光刻胶关键技术研发，已在实验室实现了6.0μm及

以上线宽光刻胶技术突破，并可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定制化开发，目前正在筹备中试实验。 光刻胶及其配套的部分试剂产品

已获得行业大客户认可，产业化及市场推广积极有序开展。

同时，公司亦加大石化类催化剂研发力度，合作和协作中的产品包括化学试剂、催化剂定制级精细化学品、催化剂浸渍

液等产品。 经过在该领域的开拓进取，目前在能源业务板块公司是大型国有能源集团旗下的催化剂合格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优化产品结构，削减低毛利、周转慢的业务，继续夯实线上运营和线下布局，通过内部管理组织架构调

整和板块运作，完善商务的数据梳理，加强行业大客户的合作和展会推广，进一步深化市场拓展，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 建

立以业务为导向并融合项目管理，集中资源和优势产品，加大投入不断提高营销工作质量，市场取得良好效果。

3、落实安全生产，推动精细化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吸取江苏响水321特大爆炸事故教训，持续落实全员安全责任，组织开展安全培训，提高全员安全

意识，加强日常隐患排查，进一步完善安全设施及基础管理工作，以问题为导向推动持续改进，构建安全长效生产机制。 在

生产方面，公司持续推动精细化管理，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加强原料采购的质量控制、生产成本和生产工艺的管控，夯

实基础生产管理工作，严格落实质量管理工作。

4、生物基因板块继续夯实，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特异性生长因子（TSGF）检测试剂盒市场占有持续扩大，上半年销售量、新装机数量均实现较大增长；脂蛋

白相关磷脂酶A2检测试剂盒取得注册证，为公司业绩实现持续增长提升了支撑；肿瘤甲基化六个癌种的科研服务项目准

备工作，签订合作协议20余份，涵盖西南、华南、中南、华北区域；肠道菌群宏基因组学在肝硬化诊断中的应用项目获得专家

组评审验收，并申请发明专利；儿童安全用药基因检测项目和直肠癌甲基化检测试剂盒的前期研发稳步推进中。 西陇生物

进行了五个一类产品备案工作，并已通过药监审核。 艾克韦生物与公司协同效应显著，公司在体外诊断的竞争力获得进一

步提升，未来将继续打造生化试剂-分子诊断-基因测序产业链，推动生物基因板块持续发展。

公司参股公司FLGT于今年获得美国纽约州卫生署的实验室许可和基因检测批准，通过基因测试解决方案为纽约州居

民提供改善患者护理的机会；同时FLGT技术也获得美国帕金森基金会等机构认可，不断扩大客户范围。

福君基因已将FLGT美国技术逐步落地，并开始全面服务国内的科研机构、三甲医院和专科医院。 报告期内，科研服务

和临床业务与同期相比显著增加，其中关键产品推进：（1）携带者筛查：科研与临床齐头并进；与院士领衔的团队共同合作

课题，完成挖掘国人的突变频率项目；（2）线粒体病：携手国外线粒体专家，通过国家973项目的带动，建立国际标准的实验

体系与检测方法；同时，临床上通过与北京儿童医院合作，树立在线粒体病领域的标杆地位；（3）眼科：由协和医院专家及

国家级学科带头人作为顾问， 在国内建立眼科学的基因检测方法， 目前积极开展引入美国前沿的眼房底液cfDNA检测技

术，将视网膜母细胞瘤的检测准确性提高50%，打造眼科学的前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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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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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修订。 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

票据” 和“应收账款” 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

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

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增加“以摊余

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

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

列）” 项目等。

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召

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详见与本报告

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会

计 政 策 变 更 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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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新增广东福君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家子公司；减少湖北西陇化工有限公

司1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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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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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9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

件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上午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

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伟鹏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下同)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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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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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具体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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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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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9日以书面、电话、电子邮件

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下午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

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牛佳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

2019-058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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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执行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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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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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应当结合《修订通知》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2、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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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原会计政策”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原会计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3、变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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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变更的审批程序

2019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

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修订通知》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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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个项目；资产负债表将原“应付票

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二个项目。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交易性金融负债” 项目，减少“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项目。

（2）利润表

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

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

填列）” 项目。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

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

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影响

本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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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说明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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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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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相关通知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

影响。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准确、更可靠、更真实，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

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2019年上半年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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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船防务 600685 广船国际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

中船防务 00317 广州广船国际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志东 于文波

电话 020-81636688 020-81636688

办公地址

中国， 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137号船舶

大厦15楼

中国， 广州市海珠区革新路137号船舶

大厦15楼

电子信箱 lizd@comec.cssc.net.cn yuwb@comec.cssc.n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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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56,535,725.13 47,475,344,086.37 47,475,344,086.37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125,809,826.58 9,727,437,689.21 9,727,437,689.21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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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477,314.96 -2,516,418,429.18 -2,523,805,949.33

营业收入 7,816,085,319.68 8,473,768,799.74 8,219,935,619.41 -7.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0,750,329.92 -361,945,458.99 -294,982,11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21,908,383.84 -484,093,600.23 -484,093,60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3 -3.19 -2.67 增加7.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64 -0.2561 -0.2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64 -0.2561 -0.2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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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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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41.68 589,109,449 0 无 0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50 501,745,1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 28,189,403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 15,126,100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0.52 7,346,758 0 无 0

谢传荣 其他 0.50 7,022,413 0 无 0

扬州科进船业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0.46 6,500,000 0 质押 6,500,000

西安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5,291,159 0 无 0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金鹰穗通9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5,164,479 0 无 0

吴志转 其他 0.31 4,33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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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船舶市场发展情况

全球新船成交量持续减少。 受全球经济预期下行、国际贸易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等因素影响，船东投资信心日渐受挫，

2019年上半年，全球仅成交新船2536万载重吨，同比减少52%。 其中，中国、韩国和日本分别承接新船1372万载重吨、772万

载重吨和316万载重吨，同比分别减少25%、61%和78%，国际市场份额分别为54%、30%和12%。

新船价格持续稳步回升。一方面，钢材等原材料价格持续高位，同时，人工成本压力显著；但另一方面，新船需求再度收

紧，船厂抢单意识有所加强。 在上述背景下，2019年上半年，新船价格回升乏力，并呈现一定松动迹象。 截至6月份，克拉克

松新船价格指数为131点，自年初以来平稳。

市场走势

本集团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经营接单87.72亿元，同比下降48.17%；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确认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78.16亿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7.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91亿元，每股盈利为人民币0.2764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每股盈利为人民币-0.2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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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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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行新租赁准

则。

本集团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对相关会计政策内容进行调整。

2）变更的主要影响

新租赁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印发的《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等38项具体准

则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统称原租赁准则）。

在原租赁准则下，承租人需要区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仅要求对融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 未对租赁期开始日后选择

权重估或合同变更等情形下的会计处理作出规范。 出租人发生经营租赁，仅要求出租人披露各类租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在新租赁准则下，承租人不再将租赁区分为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而是采用统一的会计处理模型，对短期租赁和低价

值资产租赁以外的其他所有租赁均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计提折旧和利息费用。新租赁准则明确规定发生承

租人可控范围内的重大事件或变化，且影响承租人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相应选择权的，承租人应对其是否合理确定将行使

续租选择权、购买选择权或不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进行重新评估。出租人需要披露相关租赁收入及未折现租赁收款额等信

息。

本集团对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的分类及其他变化进行分析以评估新租赁准则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依据新租赁

准则衔接规定，分别于2019年1月1日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但是对2019年年初未分配利润无影响。

相关合并报表项目的影响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月1日 调整数

资产合计 47,475,344,086.37 47,674,684,587.19 199,340,500.82

其中：使用权资产 199,340,500.82 199,340,500.82

负债合计 33,118,933,538.30 33,318,274,039.12 199,340,500.82

其中：租赁负债 152,171,100.46 152,171,100.46

其他流动负债 182,190,818.20 229,360,218.56 47,169,400.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356,410,548.07 14,356,410,548.07

本集团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母公司报表项目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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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代码：

600685

公司简称：中船防务

中船海洋与防务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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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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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榈股份 股票代码 00243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

有）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思思 梁丽芬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富力盈盛广场B

栋25楼

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富力盈盛广场B栋25

楼

电话 020-85189002 020-85189003

电子信箱 002431@palm-la.com 002431@palm-l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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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429,187.11 2,352,305,188.39 -44.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677,100.09 107,247,306.00 -27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14,024,878.68 102,500,770.89 -308.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4,301,409.76 -396,857,665.12 15.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7 -2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7 -28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1.93%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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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08,409,937.22 17,639,421,995.55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343,826,681.07 5,544,381,640.87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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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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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豫资保障房

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10% 194,731,418 0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7% 176,523,702 0

吴桂昌 境内自然人 8.33% 123,793,991 123,793,991 质押

123,097,

165

林从孝 境内自然人 2.46% 36,567,374 36,567,373 质押 33,750,000

项士宋 境内自然人 2.23% 33,149,171 0

安徽安粮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5% 15,625,000 0

福建华兴润福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5% 15,6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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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14,967,74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华鑫

锐定增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4% 11,049,723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7% 9,975,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吴桂昌、林从孝与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签署了

附条件生效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在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期间三方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期限自《表决权委托协议》生效之日起至《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委

托期限终止之日止。

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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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9年05月14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

生效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45）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05月15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河南省财政厅

变更日期 2019年05月14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关于〈表决权委托协议〉

生效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9-045）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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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6棕榈02 112449 2021年09月22日 78,000 5.85%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一）

18棕榈01 112645 2021年02月06日 20,000 6.26%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品种二）

18棕榈02 112646 2023年02月06日 50,000 6.48%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68.58% 67.49% 1.09%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0.05 2.42 -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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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土木工程建筑业

报告期内，全球宏观环境趋于复杂，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局势尚不明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

行业持续出台一系列从严调控政策以致传统地产园林工程业务进一步紧缩，《政府投资条例》的颁布实施，对政府投资项

目的法治化、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导致项目需求减少、行业竞争持续加剧。 报告期内，受制于多重内外部因素影

响，公司的传统生态环境业务订单实施进度放缓，部分生态城镇项目的开展不及预期，再加上融资成本上升，以致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出现较明显的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控股股东变更、公司迁址、董事会、监事会、高管团队改选、河南区域布局等一系列工作。 2019年

5月，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财政厅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9年6月18日，公司

注册地迁往河南郑州郑东新区。 控股股东作为国有平台，具备强大的综合实力，未来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控股股东的“优

势互补、短板对冲” ，推动公司更好的发展；另外，公司顺利完成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改选工作，新的董监高团队成员

的加入为公司注入新鲜血液，有助于进一步释放公司团队活力及动力；未来公司在保持原有企业活力和效率的同时，也将

充分发挥与大股东的协同优势，确保公司持续健康的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河南区域业务，包括洛阳老城区、三门峡天鹅湖、火烧羊沟等多个项目均在前期研判中。 公司

已与河南当地多家金融机构达成战略合作意向，为全面打通在河南区域的融资渠道奠定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生态城镇项目———位于广西阳朔的三千漓山水人文度假区项目已于今年3月顺利对外营业，三千漓项

目是公司生态城镇战略中文旅板块的又一重要布局，也是公司生态城镇模式的进一步“升级” ，项目自开业以来，已成为桂

林及周边城市的热门旅游度假区。 报告期内，由公司负责统筹及总体规划设计的广西高峰森林公园项目，作为广西全域旅

游的首个国际体验互动式城市森林平台，于今年5月1日盛大开园。项目由广西林业厅主办、高峰林场承办，公司牵头与相关

企业联合承建，自开园以来，受到南宁市民及周边游客的欢迎，成为南宁休闲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报告期内，公司生态城镇模式再度收获业界认可，雁山湖荣获2019粤港澳大湾区文旅金雁奖“年度十佳生态度假区”

奖项。 除此之外，公司进一步巩固了传统生态环境业务上的品牌优势地位，由公司深化设计及施工的广西南宁园博园项目

荣获第十二届广西园博会颁发的“最佳设计展园、最佳施工展园” 等八项大奖。

为了更好的实现公司“聚焦平台化、轻资产化、多点盈利化” 的目标，公司自去年开始启动对部分子公司资源、资产的

整合，通过出售项目公司股权、资产转让等方式，实现部分投资收益，以更好的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实现资金回笼的目的。公

司今年将通过引入相关领域的投资商、商业运营商或与产业基金合作等方式，在布局新的生态城镇项目的同时，会继续对

部分生态城镇项目实施股权转让或资产处置，以提前实现项目投资收益，回收现金流，从而更好地保证存量项目进入稳定

运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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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3月，财政部修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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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项简称“新金融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财会[2019]6号）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和相关通知的要求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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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通知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变更，按照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财务报表。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开列示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

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开列

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比较

数据相应调整。

公司于 2019�年 8月28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的议案》。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开列示为“应收票

据” 和“应收账款” ， 2019年6月30日金额分

别为94,531,329.14元、1,592,282,637.71元，

2018年金额分别为77,449,461.83元、2,140,

810,273.52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开

列示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 ， 2019年6

月 30日金额分别为 188,991,587.28元 、3,

603,738,848.62�元，2018年金额分别为210,

357,078.58元、3,907,987,433.43元。

“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 重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

公司于 2019�年 4月24�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增加90,982,092.84�，

“其他非流动金额资产” 增加： 229,959,

900.00�，“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减少90,982,

092.84， 其他非流动资产 减少 ：229,959,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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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财务报告” 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6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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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5日以书面、电

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11

人。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潘晓林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表决

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9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对公司募集资金进行使用和管理。

公司《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具体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执行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77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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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5日以书面、电

话、邮件相结合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

人。 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2019年半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公

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和监管执行情况良好，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募集资

金管理亦不存在违规情形。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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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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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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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2017年4月5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464号）核准，公司获准向项士宋、郑仕麟、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八个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09,988,950.00股，每股发行价人民币9.0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995,399,997.50元，扣除发行

费用19,439,304.9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975,960,692.60元。截止2017年6月22日，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业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7年6月22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ZC10577号《验资报告》验证。

本次募集资金现金全部用于畲江园区服务配套项目及梅县区城市扩容提质工程PPP项目。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本

公司已按承诺累计使用480,607,358.04元，尚未投入募集资金495,353,334.56元，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的利息收入扣减

手续费净额20,552,128.23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5,905,462.79元,募集资金以定

期存单方式存放的账户余额为500,000,000.00元,合计为515,905,462.79元。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间 金额（元）

2017年6月22日募集资金总额 995,399,997.50

减：已支付的发行费用 18,739,304.90

2017年6月22日募集资金净额 976,660,692.60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7,389,013.08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57,273,159.8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726,776,545.88

加：2018年度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13,119,728.73

减：2018年年度已使用金额 167,899,283.24

其中：支付发行费用 700,000.0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571,996,991.37

加：本报告期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 43,386.42

减：本报告期已使用金额 56,134,915.00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余额 515,905,462.79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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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根据实际情况，制订了《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

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在报告期实际操作过程中，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均不

存在违反规定的情形，募集资金的相关管理工作不存在问题，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

规定不存在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审计部门对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情况进行监督，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699965679）；2017年6月，本公司、中国民生银行广州

分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约定该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2017年7月，由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投项目由项目公司梅州市梅县区棕沅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本公司、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埔支

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梅州市梅县区棕沅项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四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约定该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行 银行账户 余额（元） 备注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广州分行

营业部

699965679 15,605,681.94 活期存款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梅州客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63801010020000756

8

340,000,

000.00

定期存款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昆明云山路支行

53010208016000000

30180

160,000,

000.00

定期存款

梅州市梅县区棕沅项目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黄陂支行

04801740000000232 299,780.85

项目公司募集专户期末

余额

合计

515,905,

462.79

三、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四、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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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件1：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附件1：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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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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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畲江园区服务配套

项目及梅县区城市

扩容提质工程PPP

项目

否

97,

596.07

97,

596.07

5,

613.49

48,

060.74

49.24% 不适用

340.1

3

不适用

（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97,

596.07

97,

596.07

5,

613.49

48,

060.74

-- --

340.1

3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 - - - - - - - - -

合计 --

97,

596.07

97,

596.07

5,

613.49

48,

060.74

-- --

340.1

3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分具体项

目）

不使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无超募资金的情形。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17年7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

额为 7,152.79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 投资

相关产品情况

2017年8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5亿）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1）2017年9月8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签订理财产品协议书，购买与利率挂钩的结构性产

品（CNYS17）200,000,000.000元，到期日为2018年3月8日（为期6个月）。 公司已于2018年3月8

日收回本金200,000,000元及利息收入3,066,944.44元，以上款项均已存入募集资金账户；

（2）2018年4月20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签订《结构性存款合同》，购买与利率挂钩的结构

性产品（CNYS185022）110,000,000元，投资期限103天，到期日为2018年8月1日。 公司已于2018

年8月1日收回本金110,000,000元及利息收入931,232.88元，以上款项均已存入募集资金账户。

2018年8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5亿）额度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2018年8月22日， 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中的340,000,000元转为定期存款存放， 期限一

年，到期日为2019年8月22日；

（2）2018年11月19日，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中的160,000,000元转为定期存款存放，期限一

年，到期日为2019年11月19日。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无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形。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5,905,462.79元,募集资金以定期存

单方式存放的账户余额为500,000,000.00元,合计为515,905,462.79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注：由于上半年广东地区雨水较多，导致部分施工场地未能按时交付，项目进度有所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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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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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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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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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通知的要求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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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通知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变更，按照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财务报表。

（二）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变更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公司根据（财会[2019]6号）规定，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一）资产负债表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分别计入“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分别计入“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项目；

3、新增“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反应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

款等）。

（二）利润表

1、将“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填列）” 项目；

2、将“减：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填列）” 项目；

3、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填列）” 项目（反应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

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项目，

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三、变更前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的变化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8年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

15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从2019年4月30日开始按照财（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 2019� 年半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

相关规定。

3、变更日期

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四、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通知的相关规定进行的修订，本项会计政策变更对财

务报表项目列示进行调整，并调整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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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具体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的相应变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

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财务报表格式修订通知而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