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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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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资源 60138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玉兰 施佳佳

电话 0512-53703986 0512-53703986

办公地址 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88号 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88号

电子信箱 ylgao@yechiu.com.cn jjshi@yechi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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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4,703,920,718.31 4,988,838,165.31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95,752,505.38 2,570,363,676.48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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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164,449.87 -10,467,712.59

营业收入 2,637,535,223.98 3,255,186,203.01 -1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644,960.12 81,961,091.57 -5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0,315,748.83 84,562,803.90 -6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 3.24 减少1.9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0.04 -58.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0.04 -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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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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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8.73 784,514,000.00 0 无 0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91 99,374,560.00 0 无 0

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22,600,500.00 0 无 0

李万阳 境内自然人 0.52 10,491,600.00 0 未知 0

李臻 境内自然人 0.49 9,825,800.00 0 未知 0

太仓环宇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8 7,628,268.00 0 无 0

郭创南 境内自然人 0.29 5,813,060.00 0 未知 0

洪皓琦 境内自然人 0.28 5,720,000.00 0 未知 0

太仓怡安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4 4,826,000.00 0 无 0

陈鱼海 境内自然人 0.23 4,679,100.00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和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均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黄崇胜、林胜枝夫妇控制下的公司；其余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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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宏观经济形势

2019年，受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及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逐步放缓。 上半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同比增长6.3%，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8.8%，

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 7.5%，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0.1%，消费

成为引领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至20.7%，比上年同期上

升36.8个百分点。

2019年上半年汽车销量低于预期，我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12.4%，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下调了对

2019年汽车销量的预估：2019年全年汽车销量同比下滑约5%。 在这种不利的市场环境下，行业库存压力

增加，预计到第四季度才有所好转。

同时，2019年是5G通信商用的元年，工信部于今年6月6日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

电发放了5G商用牌照，新一轮的5G基础设施建设将会进一步提振铝合金的使用量。

（二）再生铝的发展趋势

根据国际铝业协会(IAI)的数据，2018年全球原铝总产量为6,434万吨，同比增长1.5%，作为世界上铝

产量最大的中国，2018年中国原铝总产量约为3,649万吨， 同比增加约1.6%， 占到全球总产量的56%以

上。 在工业经济较发达国家，铝再生原料使用率较高：美国再生铝利用率在80%左右，日本、德国、英国、意

大利等国家也实现再生铝的高效利用率，预计到2020年全球再生铝消费总量将超过3000万吨，同时，国

家“十三五” 规划要求再生铝要达到铝总产量的30%以上，再生铝用的越多，原矿相对开的越少，资源保

护越多，环境就有了保证。 因此，伴随着国家环保思路的不断开拓，再生铝行业将会得到越发广阔的发展

空间。

（三）报告期内的主要经营情况

本集团2019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33,644,960.12元，较上年同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81,961,091.57元同比下降58.95%，主要系受到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铝合金锭销售价格同比下

降，原料成本的下降幅度小于销售价格，以及废料贸易销售量下降所致。

（四） 公司发展规划

2019年上半年，面对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下游行业受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消费者观望情绪未有改善

等因素影响致销量下降，以及同行业崛起致市场竞争日益加剧。 公司管理层通过积极开拓市场等措施发

挥自身国际化营销网络和品牌优势，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根据目前行业特征及结合公司当前的经营现状，

主要针对以下方面进行加强：

1、原料采购渠道拓宽

废旧铝材采购是公司经营的重大成本构成，废铝成本的高低完全决定了公司利润，因国际局势的影

响，目前国外废铝采购价格普遍低于国内，2016年公司收购上游美国Metalico公司，成功打入了国外废

铝市场。 国外采购网络体系的日趋完善以及集团上下游协同效应的充分发挥，给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使企业在高手如林的行业竞争中得以站稳脚跟并持续发展壮大。 但近年来国内环保压力与日

俱增，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带来的市场恐慌情绪，对废铝进口造成了一定压力，面对突如其来的行业政策

方向的骤变，一方面公司快速调整集团内贸易模式，以控制国内环保政策压力下的采购成本上升致使的

效益下滑风险；另一方面公司积极拓宽国内采购渠道以弥补国内进口原料需求缺口，且公司会逐步借鉴

Metalico的经验，在国内向该领域进行探索。

2、国内销售市场开拓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维持国外现有客户的同时，公司将深度开发国内市场，最终形成国内外市场相

结合的营销策略，强化渠道、品牌、客户及物流建设，细分市场，实行分级管理，以获得客户的忠诚度与依

赖度为最高目标；巩固大型客户的合作关系，加强与中小型客户的黏性，加大营销人员培养和引进力度，

提高新产品市场开发和引导能力；实施差异化市场战略，对新产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和细分，针对不同

市场、不同用户需求，开发差别化、多功能产品，提高引领市场的能力；树立优秀的企业品牌形象，在继续

扩充原有营销网络同时，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大信息化项目、人才和信息设施的投入，建立完善的信

息化管理、销售系统，巩固和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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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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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 2018年度财

务报表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单位：元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87,430,189.11

应收票据 40,734,152.77

应收账款 646,696,036.34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0,925,620.06

应收票据 29,336,309.36

应收账款 151,589,310.70

（2）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以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

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以下合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已采用上述准则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

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新收入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所有者权益不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

年度的追溯调整。

股票代码：601388� � � � � � � � � �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2019-036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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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9日以书面、

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林胜枝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林胜枝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其不再担任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一职，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构成结构、各位董事的专业和资历等要素，同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

人员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林胜枝、黄意颖、刘凯珉、范国斯、李士龙

召集人：林胜枝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林胜枝、李士龙、孙传绪

召集人：李士龙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耿建涛、孙传绪、刘凯珉

召集人：耿建涛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林胜枝、李士龙、耿建涛

召集人：耿建涛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由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黄馨仪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该议案经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起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审议结果：表决票6票，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林胜枝女士、黄意颖女士已回避表决。

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恢复审查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恢复审查。

审议结果：表决票6票，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林胜枝女士、黄意颖女士已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附件：

林胜枝女士简历

1963年出生，中国台湾籍，高中学历。 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与黄崇胜先生共同创办马来西亚怡球金

属熔化有限公司，拥有多年再生铝行业从业经验。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黄馨仪女士简历

黄馨仪，女，中国台湾籍，1984年11月出生，2003年12月进入公司工作至今，目前在公司秘书处从事

相关工作。

黄馨仪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

戒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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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

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郭建昇先生主

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对该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形成意见如下：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

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601388� � � � � � � � �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2019-039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董事长辞职并选举董事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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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董事会今日收到黄崇胜先生提交的书面

辞职报告，因工作变动，黄崇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相关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黄崇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

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转。黄崇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黄

崇胜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黄崇胜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感谢。

2019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

议案》，选举林胜枝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林胜枝女士不再担任

本公司副董事长。

林胜枝女士简历如下：

1963年出生，中国台湾籍，高中学历。 作为公司创始人之一，与黄崇胜先生共同创办马来西亚怡球金

属熔化有限公司，拥有多年再生铝行业从业经验。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601388� � � � � � � � � �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2019-040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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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黄崇胜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由于工作变动原因，黄崇胜先生向公司

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相关职务。 黄崇

胜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此公司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建议增补黄馨仪女士

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公司以通讯和现场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根

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增补黄馨仪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能生效，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公司独立董事李士龙先生、孙

传绪先生、耿建涛先生就增补黄馨仪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发表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黄馨仪简历

黄馨仪简历

黄馨仪，女，中国台湾籍，1984年11月出生，2003年12月进入公司工作至今，目前在公司秘书处从事

相关工作。

黄馨仪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

戒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股票代码：601388� � � � � � � � � �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2019-041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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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8�月 29�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

容如下：

序号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改后公司章程条款

1 第八条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八条 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2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1

人，副董事长1人，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1人，可

以设副董事长，公司董事包括独立董事。

3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3名监事

组成，监事会设主席1人。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

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

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

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

工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1/3。 监事会中

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

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

成，其中职工监事1人。 监事会设主席1人，监事会主席由

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

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

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

代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1/3。 监事会中的职工

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

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具体

办理《公司章程》在工商管理等部门备案变更事宜。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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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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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9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9月16日13�点3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 8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9月16日

至2019年9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披露时间：2019年8月30日

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怡球(香港)有限公司、智富(太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股东。

股票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388 怡球资源 2019/9/6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法：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1）、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须持有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人代

表身份证明书和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授

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1）、证券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

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2019�年 9

月 12�日（含该日）下午 4: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9�年 9�月 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4:00。

（三）登记地点：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 88�号 邮编：215434

（四）联系电话：0512-53703986� � �传真：0512-53703910

（五）联系人：高玉兰、施佳佳

六、 其他事项

（一）本次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出席本次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至会议地点，并

携带相关证件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三）公司地址：江苏省太仓市浮桥镇沪浮璜公路 88�号；

（四）邮政编码：215434

（五）联系电话：0512-53703986� � � � �传真：0512-53703910

（六）联系人：施佳佳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9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

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

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

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

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

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

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

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

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公司代码：601388�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怡球资源

公司代码：603399 公司简称：吉翔股份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880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澜起科技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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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翔股份 603399 新华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韬 王伟超

电话 0416-3198622 021-65101150

办公地址 辽宁省凌海市大有乡双庙农场 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558号

电子信箱 xhldsh@163.com wangweichao@geeimag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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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1,485,074.54 4,117,939,917.57 -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81,823,636.35 2,376,410,047.2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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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873,222.61 164,059,673.96 -22.06

营业收入 1,573,269,463.72 1,999,678,693.75 -2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07,613.90 230,131,952.41 -100.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312,955.21 53,738,286.70 -122.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06 10.48 减少10.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42 -10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 0.42 -1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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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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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炬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80 173,840,117 0 质押 149,686,054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持盈35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9.79 53,516,410 0 无

华信万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陕

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聚宝盆66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9.51 52,001,590 0 无

李云卿

境内自然

人

4.72 25,829,400 18,000,000 质押 9,600,000

白锦媛

境内自然

人

3.02 16,500,000 13,200,000 质押 3,300,000

席晓唐

境内自然

人

0.91 5,000,000 4,000,000 无

陈力斌

境内自然

人

0.52 2,818,600 无

胡昊

境内自然

人

0.50 2,719,820 无

徐纪军

境内自然

人

0.49 2,662,100 无

曹力宁

境内自然

人

0.46 2,5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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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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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7,326.95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2,640.92万元，降幅21.32%；实现

净利润1,000.7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959.39万元，降幅95.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7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3,163.96万元，降幅100.66%。

2019年上半年得益于2018年下半年中国钼价格的大幅上涨， 即使2019年年初钼价格出现快速下

跌， 但2019年春节后中国钼价格仍保持了相对坚挺的运行趋势，2019年上半年中国主要钼产品平均价

格较2018年同期均出现上涨。 2019年上半年和去年同期国内主要钢厂招标量基本保持一致，随着下游

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钼铁产品的刚性需求依然相对稳健。公司围绕现阶段钼市场行

情，继续加强生产管理，以节能降耗、降本增效为手段，以加强成本控制、稳定提高质量为目标，不断提高

公司钼炉料产品市场竞争能力。

公司自2017年启动产业方向调整以来，坚持向“文化娱乐消费升级平台型” 公司转型的发展战略

并进入影视行业。 公司影视业务主要侧重于电视剧的投资、制作及发行。 公司凭借团队多年的行业深耕

和敏锐度，积极响应政策号召，紧跟市场趋势，以现实主义题材创作及“弘扬主旋律与正能量” 为策略，

依托公司的人才、资金和平台优势，陆续出品了多部极具影响力的电视剧作品，赢得了一定的行业口碑

和影响力。

电视剧作品方面， 公司倾力打造的现实主义民国传奇大剧 《老中医》 于2019年2月底登录央视

（CCTV-1），一经播出实时收视突破2%，领跑黄金档，引发关于国粹“中医文化” 的热议，并于“两会”

期间收获多方好评。 公司控股子公司贰零壹陆于2019年6月出品的现实主义题材剧《少年派》，同样达

成实时收视突破2%。

2019年7月29日，国家广播电视剧总局电视剧司发布了《关于做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电视剧展

播工作的通知》，拟于8月开启重点电视剧“百日展播”活动，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公司电视剧作

品《山月不知心底事》、《老酒馆》也在名单之列。 截至公司出具半年度报告期间，以上两部电视剧均已

在卫视及网络视频平台同步开播。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筹备及拍摄的电视剧进度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进度 播出日期 主创人员

1 勇敢的心2 革命传奇 待播出

预计2019年

内

编剧：柏杉；导演：郭靖宇、柏杉；主演：杨志

刚、何花

2 老中医 近代民国 已播出 2019.2.21

编剧：高满堂、李洲；导演：毛卫宁；主演：陈

宝国、冯远征、许晴

3 神探柯晨 近代民国 已播出 2019.6.24

编剧：狄洋；导演：黄志忠；

主演：黄志忠、吴刚、李倩

4 十月一日 国共谍战 筹备中 - 编剧：李修文；导演：毛卫宁

5 老酒馆 近代民国 已播出 2019.8.26

编剧：高满堂；导演：刘江；

主演：陈宝国、秦海璐

6 撒野 现代家庭 剧本创作 - 作者：巫哲

7

地久天长（陆犯焉

识）

民国爱情 筹备中 - 编剧：张永琛；导演：李少红

8 大宋宫词 古装历史 待播出

预计2019年

内

编剧：张永琛；导演：李少红；

主演：刘涛、周渝民

9 你好！ 生活 当代都市 筹备中 -

编剧：赵冬苓；导演：谭嘉言；

主演：刘涛、孙俪

10 布达佩斯之恋 年代传奇 筹备中 - 编剧：王宛平

11 山月不知心底事 当代都市 已播出 2019.8.20

编剧：白一骢；导演：余淳；

主演：宋茜、欧豪

在电影业务方面，公司认真总结2018年的经验后，积极储备优秀的剧本，为今后拓展在电影行业的

市场份额做准备。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筹备及拍摄的电影进度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进度 预计播出日期 主创人员

1 症候 科幻悬疑 剧本创作 - 作者：汪彦中

2 救赎日记 都市生活 剧本创作 - 作者：迷途人

3 国家行动之撤侨风暴 当代传奇 剧本创作 - 编剧：崔睿

4 狼群 现代战争 剧本创作 - 作者：刺血；拟定导演：李仁港

5 空中侠盗 现代空战 剧本创作 - 拟定导演：提莫·贝克曼贝托

艺人经纪由公司子公司上海吉翔星坊负责开展，依托公司的内容创制能力全面启动艺人经纪业务，

拓宽公司的产业影响力，增加赢利点。目前旗下已经签约姜梓新、赵尧珂等新锐年轻演员，今后公司将继

续深化艺人经纪业务，逐步形成艺人培养、艺人经纪、商务广告等艺人经纪经营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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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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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澜起科技 688008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梁铂钴 傅晓

电话 021-5467�9039 021-5467�9039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900号1幢A6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900号1幢A6

电子信箱 ir@montage-tech.com ir@montage-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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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4,824,169.90 4,180,657,397.30 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76,867,757.64 3,615,749,764.93 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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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983,787.16 574,849,764.83 -37.20

营业收入 879,178,620.77 709,130,871.28 2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827,200.56 316,628,507.07 4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31,319,030.82 304,444,900.31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9 20.15 减少8.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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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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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15.904 161,716,775 - 无 0

Intel�Capital�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10.000 101,683,250 - 无 0

WLT�Partners,�L.P. 其他 8.636 87,816,687 - 无 0

珠海融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6.812 69,265,238 - 无 0

上海临理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5.262 53,506,750 - 无 0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019 51,033,325 - 无 0

嘉兴宏越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4.352 44,247,750 - 无 0

Xinyun�Capital�Fund�I,�L.P. 其他 4.352 44,247,750 - 无 0

金石中睿一期（深圳）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3.471 35,294,550 - 无 0

嘉兴萚石三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其他 3.243 32,972,200 -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WLT�Partners,�L.P.和珠海融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合伙人存在近亲属关系；

2、嘉兴宏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Xinyun�Capital�Fund�

I,�L.P.，基于相关表决权委托关系，上述股东的投票权受同一主体控

制。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报告期末公司未上市，公司股份未流通且未达到限售条件，公司不区分有限售条件

股份与无限售条件股份，因此上述表格中公司不填写“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该表格

中的股东情况为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前十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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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绩稳步增长，核心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

形势，公司坚持秉承“匠心精神” ，崇尚“以人为本” ，专注于集成电路设计领域的科技创

新，在持续积累中实现企业的跨越式发展，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为社会贡献有益价值。

?经营业绩

1、销售收入：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7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3.98%，随

着全球云计算市场的稳步发展，以及公司在内存接口芯片领域技术优势的逐步体现，公司

产品质量稳定可靠，下游客户加大了对公司产品的采购量，因此公司报告期内收入保持稳

定增长。

2、盈利能力：公司2019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1亿，较上年同

期增长42.38%。 随着公司内存接口芯片收入的增长，以及DDR4新子代产品（DDR4� Gen�

2.0及 Gen� 2� plus）销售占比的提升，公司内存接口芯片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有所提升，

推动了公司净利润的增长。

3、研发投入：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2019年上半年研发费用达1.50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59.57%，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7.07%，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高

研发投入增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财务质量：公司整体财务状况良好，由于公司客户资信较高且公司对应收账款管理

严格，公司经营款项回收情况良好，截至2019年6月30日，2018年底公司的应收账款已全部

收回，2019年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约为3.61亿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的总资

产为44.85亿元，净资产40.77亿元，资产负债率为9.10%，资产质量良好。

?研发及产品情况

1、专利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申请与授予

2019年上半年，公司新申请的国内外专利为13项，新获得授权的国内外专利为5件，新

获得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证书8项。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公司正在申请的国内外专利为34

项，已获授权的国内外专利为94项，已获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证书47项。

2、产品情况

（1）内存接口芯片

公司积极参与JEDEC组织对最新的DDR5内存接口产品的规格定义， 以保持公司在

DDR5内存接口芯片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 DDR5内存接口芯片相比于前一代DDR4内存

接口芯片，可以支持更高的速率以及更低的电压，在功耗降低的同时提升工作频率和传输

速度。 公司目前正稳步推进第一代DDR5内存接口芯片的相关研发工作。

同时， 基于公司在DDR4世代内存接口芯片上积累的技术优势， 公司研发的DDR4�

Gen� 2.0及 Gen� 2� plus子代产品获得客户的认可，出货量持续增长，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

济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作为独立完成单位，研发的“高性能DDR内存缓冲控制器芯片设计技

术”荣获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进一步体现了公司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2）津逮?服务器平台

公司已于2018年底成功完成第一代津逮?服务器平台产品的研发，2019年上半年该产

品处于市场推广阶段。

2019年5月，公司第一代各系列津逮?CPU已具备批量供货能力。 目前，联想、长城等数

家服务器OEM厂商已采纳津逮?CPU及其系统解决方案，研发出了系列高性能且具有安全

监控功能的服务器机型。 同时，澜起科技也与中标软件、百敖软件等各方持续合作，共同完

善围绕津逮?服务器平台的软硬件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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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五、44、(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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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