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22

■ 2019年8月31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0191

公司简称：华资实业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82

公司简称：天地科技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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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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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资实业 600191 华资实业、G华资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怀庆 刘秀云

电话 0472-6957558 0472-6957548

办公地址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Lhq5861@163.com Liuxy508@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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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99,543.27 2,117,356,856.06 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903,233,264.53 1,829,095,766.90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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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174.49 -13,396,901.67

营业收入 33,202,934.70 2,219,391.66 1,39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602,150.13 -46,951,209.84 21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597,691.44 -46,946,861.09 216.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93 -2.18 增加5.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126 -0.0968 216.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126 -0.0968 2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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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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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31.49

152,717,

960

无

包头市实创经济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7.61 85,404,925 无

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5.22 25,332,728 无

吕强 其他 0.88 4,261,200 无

哈尔滨天翔伟业投资有限

公司

其他 0.72 3,500,000 无

张海通 其他 0.21 996,600 无

管宾 其他 0.19 944,600 无

赵复明 其他 0.19 921,50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九泰天富改革新动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19 900,000 无

陈学军 其他 0.17 829,34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三大股东草原糖业、实创经济、北普实业存在关联关

系，为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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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3.1.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3,202,934.70 2,219,391.66 1,396.04

营业成本 32,709,752.82 3,366,084.93 871.74

销售费用 811,778.63 490,368.00 65.54

管理费用 20,318,194.64 21,465,740.84 -5.35

财务费用 3,289,706.96 3,703,004.56 -11.16

研发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11,174.49 -13,396,901.6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7,545.63 13,959,304.26 -65.4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4,813.56 -3,854,758.33 不适用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母公司糖销量大幅度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母公司糖销量大幅度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母公司销售业务量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母公司相关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母公司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母公司收回历年欠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为母公司本期未收到应收股利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母公司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3.1.2非主营业务导致利润重大变化的说明

公司主要业务收入来源于投资收益。 报告期内恒泰证券实现净利润为63,287.06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1,094.35万元

3.1.3资产及负债状况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收账款

4,650,

616.57

0.21

7,224,

666.92

0.34 -35.63

主要系子公司

收 回 欠 款 所

致。

可供出售的

金融资产

653,681,

925.45

30.87 -100.00

系报告期执行

新会计准则所

致。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646,977,

100.00

29.40 100.00

系报告期执行

新会计准则所

致。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32,751,

955.45

1.49 100.00

系报告期执行

新会计准则所

致。

预收账款

6,258,

520.64

0.28 944,729.09 0.04 562.47

报告期母公司

预 收 货 款 所

致。

其他应付款

5,437,

095.43

0.25

7,970,

320.36

0.38 -31.78

报告期母公司

归还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18,269.08 0.00 -100.00

报告期转销所

致。

3.1.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所持对象

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持有数量

（股）

资金

来源

报告期

内购入

或售出

报告期投资收

益（元）

报告期所有者权

益变动（元）

华夏银行 200,000,000 84,023,000 自有 0 14,620,002.00 19,535,347.50

3.1.5控股子公司情况

A、包头华资糖储备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2,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其100%

股份，主要业务范围白糖、原糖、粮食制品的储存、供应链管理、货代、港口接卸代理、仓

库出租等，截止报告期末总资产为73,572,104.84元，净资产为73,520,030.57元，净利

润为558.27�元。

B、内蒙古乳泉奶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1,000万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截止报告

期末总

资产为164,216,481.20元， 净资产为162,354,441.08�元， 净利润为-809,417.73

元。

3.1.6主要参股公司情况

A、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注册资1,

538,722.40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持有的华夏银行股权增至84,023,000股， 为全流通股

份，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0.55%，报告期内公司未出售该公司股份。

B、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15日恒泰证券正式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总股数为2,604,567,

412股，其中，内资股股东持有2,153,721,412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股东持有450,

846,000股。 公司持股数量为308,000,000股，持股比例11.83%。 报告期该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808,889,148.71� � � � �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0,943,48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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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相关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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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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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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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召开时间：2019年8月29日

● 召开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 主持人：副董事长张世潮

● 参加人：全体董事（7人）

● 召开方式：现场加通讯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

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编号：2019-024）。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191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

2019-024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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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对公司以

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8� 月 29日召开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

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 注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

项目名称和金额）

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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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

（财会 〔2017〕14号）， 公司于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对上年同

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2019年8月29

日 审议通过 了

《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1、 企业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

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2、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

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

3、 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在初始确

认时，可以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

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

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以

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产生影响。

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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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

更， 并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

行调整。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

于2019年8月29

日 审议通过 了

《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2018年财务报表受影响的报表项目详见

其他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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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

公司以前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产生影响。

二、其他说明

公司对2018年12月31日/2018年6月30日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进行追溯调整如下：

1、合并报表

调整后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224,666.92

应收账款 7,224,666.92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2,915,473.89

应付账款 2,915,473.89

2、2018年1-6月利润表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484,875.86 减：资产减值损失 -484,875.86

3、母公司报表

调整后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2018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23,700.46

应收账款 823,700.46

应付票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861,984.91

应付账款 1,861,984.91

4、2018年1-6月利润表

加：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380,455.90 减：资产减值损失 -380,455.90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依据财政部 2019� 年 4� 月 30� 日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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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 的要求， 对公司会计

政策进行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 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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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为清晰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济成

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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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

2019-025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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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1日以微

信、电子邮件、电话及书面表达的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在公司总部

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三人，实到三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涛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其议定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

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2019半年度报告》及《2019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审核公司2019半年度报告时， 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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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9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

务状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为清晰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济成

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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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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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科技 60058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范建 侯立宁

电话 010-84262803 010-84262851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

5号煤炭大厦9层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青年沟东路

5号煤炭大厦15层

电子信箱 fanjian@tdtec.com houlining@tdte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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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09,747,

685.81

37,392,133,415.75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6,122,896,

367.04

15,745,974,486.19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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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116,820.78 -560,229,111.89

营业收入 9,128,095,077.73 7,754,248,359.69 17.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54,465,575.80 475,334,217.34 1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35,782,449.71 452,313,294.28 18.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46 3.12 增加0.3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4 0.115 16.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4 0.115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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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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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55.54

2,298,757,

109

0 无 0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8.74 361,712,669 0 无 0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4.99 206,515,586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77 32,020,456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53 21,902,827 0 无 0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

0.52 21,458,362 0 无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

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20,903,418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8 20,049,097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47 19,625,654 0 无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中证央企结构调整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7 15,267,04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同

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诚通金控投资有限公司、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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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天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

债券（第一

期）

16天地01 136644

2016-08-2

3

2021-08-2

2

10 4.68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4.00 44.2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3.71 13.31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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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和践

行新发展理念，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活动，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

基调，紧紧抓住当前煤炭行业经济发展大势，积极转变思想，广大干部职工攻坚克难，锐

意进取，较好完成了各项工作。

（1）经济运行稳健，收入利润稳定增长

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大力开拓市场，加强组织协调，夯实经济运行基础，实现了

收入和利润同比增长，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继续大幅改善，经济运行持续稳健。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3亿元，同比增长1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5.5亿元，同比増长16.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亿元，同比增长18.5%；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6.9亿元，去年同期为-5.6亿元。 上半年

公司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134元。

（2）引领客户需求，大力开拓市场

公司加快推进建设一体化营销模式，充分发挥公司综合优势，抓住智慧矿山建设、

冲击地压防治、煤矿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升级等有利时机，紧盯煤炭重点目标市场和高端

客户需求，巩固传统市场，积极开辟生态环境治理修复等新兴市场。今年上半年，天地奔

牛、上海煤科、山西煤机、西安研究院、重庆研究院等单位新签合同金额均超过10亿元，

天地奔牛新签合同金额超过17亿元； 公司承担的山东省采煤沉陷区生态环境修复综合

治理项目进展顺利，相关技术及服务后续有望应用在国内露天煤矿矿区治理方面；公司

研发的钾盐矿用梭车成功进入国际市场，提升了公司在该领域的影响力。

（3）持续科技创新，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公司坚决贯彻习近平新发展理念，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深化科技创新改革，切实增

强科技创新能力，广大科技人员埋头苦干，聚焦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推出一批关键技

术和重大装备取得突破，引领我国煤矿智能无人化发展的实力显著增强。 上半年，公司

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煤矿智能开采安全技术与装备研发” 、“煤矿深部开采

煤岩动力灾害防控技术研究” 、“矿井突水水源快速判识与水灾防控关键技术研发” 等

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中期检查； 公司研发成功世界首台最大采高最大装机功率采煤机

“MG1100/3050-WD型采煤机” 攻克了超大采高采煤机大尺寸轻量化高强度壳体、智

能安全保护与控制、全过程自动化采煤等技术难题，具有故障诊断、智能记忆截割、语音

操控等功能，实现9m特厚煤层一次采全高智能化开采，满足年产1500万吨以上工作面

的生产需要；“ZDY12000LD定向钻机” 在保德煤矿又创造了顺煤层超长定向钻孔

2570m的世界纪录，该型号定向钻机可应用于大直径瓦斯抽采定向钻孔施工、井下探放

水、地质构造和煤层厚度探测等高精度定向长钻孔施工；“高水基高压大流量柱塞泵及

液压阀” 已在十余家大型煤炭企业应用，“井下巡检机器人” 等智能控制产品正在进行

工业性试验。

（4）多措并举，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公司坚持以目标为导向，全面深化改革，持续进行管理提升，紧盯目标责任，狠抓降

本增效，有关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初步构建起经济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体系。

在全面预算管理方面，预算管理横向全面展开，纵向全级次推进，按照业务板块确定了

天地奔牛、常州研究院、西安研究院、王坡煤矿等4家单位作为全面预算管理重点实施单

位，管控效果逐渐显现；在精益管理方面，全力打造精益产线、精益车间、精益工厂，重庆

研究院通过实施精益管理，生产效率提高30%，制造周期缩短33%；在应收账款管理方

面，公司压实管控责任主体，着力完善管控长效机制，持续加大催收力度，截止6月底公

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112.7亿元，虽较年初有所增长，但增幅低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对长

账龄应收账款将运用法律手段加强清收。 此外，各单位持续强化成本管控，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大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实行资金集中管理和集中采购、持续推进处僵治

困、企业压减和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进一步突出主业竞争力。

（5）强化安全环保责任，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上半年，公司深入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强化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措施全力抓好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切实履行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责任，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形

势总体比较稳定。公司所属煤矿生产企业以及煤矿生产运营项目、洗煤厂运营项目全面

排查安全隐患，通过当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的验收，各单位有效措施切实提高安全生产

和环境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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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执行财政部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如下：

（1）新金融工具准则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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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5月2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

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按新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本

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未对公司2018年度的比较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对公司2018年

度财务指标不产生影响。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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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

知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根据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对财务报表部分项目进行列报

调整， 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作相应调整。 公司按照财会

〔2019〕6号要求编制财务报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对公

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不产生影响。

（3）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19年5月9日， 财政部发布 《关于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要求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

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准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

公司执行本准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指标不产生影响。

（4）债务重组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

知》（财会〔2019〕9号），要求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

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本准则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

公司执行本准则，对公司2018年度财务指标不产生影响。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9—008号、02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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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600582

股票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

—

025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通知于2019年8月20日发出。 会议于2019年8月30日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亲自

参加表决董事6人，赵玉坤、赵寿森以及郑友毅等三位董事通讯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和高

管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长胡善亭主持会议，全体董事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通过《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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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关于印发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公司会计政

策进行相应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6号）。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本半年报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本专项

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编号：临2019—027号）。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向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免担保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该银行申请5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二年的免担保综合授信业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向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免担保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该银行申请9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二年的免担保综合授信业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通过《关于审议公司向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免担保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该银行申请21.60亿元人民币、有效期一年的免担保综合授信业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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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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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执行财政部2019年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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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

通知》（财会[2019]9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均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关于财务报表格式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财会[2019]6号，以下简称“《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表。根据《通知》要求，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

当结合《通知》要求，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企业对不存在相应业务的报表项

目可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删减。 企业根据重要性原则并结合本企业的实

际情况可以对需单独列示的内容增加报表项目。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财政

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

止。

本公司已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

因此，按照《通知》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及重要性原则，公司对不存在相应业务

的报表项目进行了必要删减。

（二）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下简称“7号准则” ）进行了修订，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执行，自

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印发《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12号

准则” ）进行了修订，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自2019年6月17日

起施行。

根据财政部上述通知要求，本公司执行修订后的7号准则及12号准则。

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财务报表格式修订情况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项目；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项目；

3. 明确或修订了 “其他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

“递延收益”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项目下的“利息收入” 和“利息费用” 、“其他

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和“营业外支出” 等科目的列报内容等。

本次对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仅对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进行调整。本公司采用追溯

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对可比会计期间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重述

前）

2018年12月31日（重

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14,506,014,059.55

应收票据 3,047,823,959.37 4,602,381,835.14

应收账款 11,272,991,781.24 9,903,632,223.81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6,799,101,067.89

应付票据 1,114,485,496.46 789,542,685.36

应付账款 6,420,894,723.51 6,009,558,382.53

报表项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重述

前）

2019年1月1日（重述

后）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49,904,464.70

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

51,754,633.68 44,345,153.20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105,116,409.50 105,559,311.50

报表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重述前）

2018年1—6月

（重述后）

管理费用 936,912,008.16 1,100,753,526.79 877,220,414.48

研发费用 305,495,422.22 223,533,112.31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 “－” 号填

列）

2,165,215.24 124,209,221.87 -1,313.55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 “－” 号填

列）

278,649,010.67 124,210,535.42

（二）“7号准则” 主要修订内容

1.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的适用范围，将应遵循其他准则的交易排除在外。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

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并且应当

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首选进行会计处理。

3．增加在附注中披露“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 的信息。

（三）“12号准则” 主要修订内容

1.对“债务重组” 的界定不再以“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 和“债权人作出让步” 为核

心前提，但新增“不改变交易对手” 的前提条件；同时，明确债务重组准则的适用范围，

将应遵循其他准则的交易排除之外(如债务重组形成的企业合并)。

2.规范在债务重组中，债权人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确认受让

资产，债务人相关资产和所清偿债务应在满足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

3.为使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将债务重组

中债权人或者债务人涉及到金融工具准则规范的金融工具的会计处理索引至金融工具

准则，相应删除了或有应收、应付应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相关规定。

4.债务重组中债权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要求债权人根据放弃债权的公

允价值为基础加上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税金、 运输费用等其他成本对受让资产进行

初始确认计量；与此同时，债务重组当期损益也需要按照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

价值之差额计算。

5.资产重组中债务人以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清偿债务时，要求债务人不再区分债

务重组利得与资产转让损益的界限， 而直接以所清偿债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

值之差额计量债务重组的当期损益。

6.债转股方式下，要求债权人以放弃的债权的公允价值作为对联营企业或合营企

业权益性投资的初始计量金额， 放弃债权的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之差额计入债务重

组当期损益；新增了权益工具公允价值不可计量时的例外指引，明确在此情况下债务人

以所清偿债务的公允价值作为权益工具的初始计量金额。

7.增加要求按照重组方式披露债务重组下的债权和债务的账面价值，债务重组中

涉及金融工具准则范围内的金融工具的披露应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

具列报》。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业务，对公司均属偶发事项。

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均无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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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

政策符合财政部的有关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

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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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进行的相应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批准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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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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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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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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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以及本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 现将本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431号） 核准， 本公司于

2015年1月实施完成了相关股份的发行工作。 本公司向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173,248,035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3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

957,702,795.5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938,617,834.81元。 2015年1月

23日，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 “瑞华验字

[2015]第01650001号” 验资报告，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14年12月4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天地科技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5年2月5日，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本公司在工商银行北京和

平里支行、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平安银行北京德胜门支行以及中信银行北京安贞

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

2015年8月26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同意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主体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在平安银行重庆分行二郎支行开立募集资金存

储专项账户，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在工商银行西安雁塔路支行开立募集

资金存储专项账户。

本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上述六家银行分别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上述相关银行以及国金证券均

严格履行了监管协议。

2015年6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179,065,053.31元置换已经预先投入项目建设的自有资金。

上述情况详见本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05号、011号、020号、022号）。

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本次募集资金已按规定用途使用完毕，公司在银行开立的

募集资金账户均已注销。

单位：元

户名 银行 账号

报告期初

余额

期末

余额

存储

方式

天地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工商银行

北 京 地

坛支行

0200245519020155677

11,000,

000.00

0

7天通

知

0200245519020155677 584,780.32 0 活期

天地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 行 北

京和平 里 支

行

11006022401801007565

8

0 0

天地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 行 北

京德胜 门 支

行

11014731792003 70.59 0

智能

存款

天地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

北 京 安

贞支行

7113010182600060475 0 0

中煤科工

集团重庆

研究院有

限公司

平安银 行 重

庆分行 二 郎

支行

11014790690009 1,379.64 0 活期

中煤科工

集团西安

研究院有

限公司

工商银 行 西

安雁塔 路 支

行

3700023029004617828 32,459.20 0 活期

合计 11,619,668.28 0

注1：2018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1,619,668.28元。 其中：“建桥产业基

地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本金余额6,947,920.95元、利息净收入2,125,445.96元、理财产

品净收益2,546,301.37元。

注2：2018年12月，交通银行北京和平里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北京安贞支

行募集资金专户注销。

注3：2019年2月、3月，工商银行北京地坛支行、平安银行北京德胜门支行、平安银行

重庆分行二郎支行、 工商银行西安雁塔路支行等四个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全部划转至

公司其他银行账户，以上四个募集资金银行账户注销。 有关情况详见本公司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9-004号）。

注4：2019年1—6月，2019年内注销的4个募集资金银行账户利息净收入为478,

468.83元，其中重庆专户利息净收入283.85元，西安专户利息净收入-37.53元，北京平安

银行利息净收入0.04元，北京工商银行利息净收入478,222.47元，北京中信银行利息净

收入0元，北京交行利息净收入0元。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经2018年12月18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部分变

更“智能钻探装备与煤层气开发产业基地项目” 的募投资金，终止实施“唐山选煤装备

制造基地工程项目（二期）” ，相应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永久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变

更用于永久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的具体金额以转出日银行结息金额为准。 有关情况

详见本公司公告（临2018—038号、044号）。

五、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9年上半年，“建桥产业基地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本金6,947,920.95元、各募集

资金银行账户利息净收入2,603,914.79元以及理财产品净收益2,546,301.37元， 合计

12,098,137.11元，全部用于永久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至此，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已经全部按照承诺及变更过的用途使用完毕。在银行开立

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均已注销。

六、其他

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均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 募集资金存

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附表：

天地科技2019年半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1,938,

617,834.8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768,857,

025.74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31,669,913.8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比例

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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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重大化

建桥

产业

基地

项目

220,

000,

000.

00

220,

000,

000.

00

213,

052,

079.

05

-

213,

052,

079.

05

- 100 否

智能

钻探

装备

与煤

层气

开发

产业

基地

建设

项目

是

665,

000,

000.

00

115,

712,

974.

26

115,

712,

974.

26

-

115,

712,

974.

26

- 100 否

唐山

选煤

装备

制造

基地

工程

项目

（ 二

期）

是

219,

570,

000.

00

- - - - - 是

补充

上市

公司

流动

资金

是

834,

047,

834.

81

1,

602,

904,

860.

55

1,

602,

904,

860.

55

-

1,

602,

904,

860.

55

- 100 否

合计

1,

938,

617,

834.

81

1,

938,

617,

834.

81

1,

931,

669,

913.

86

-

1,

931,

669,

913.

86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

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智能钻探装备及煤层气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由于当地对装备制造的环保政策管

制严格以及提高文物保护力度等原因，该项目基建工程受到一定影响，项目建设进

度和募集资金投入进度均较为缓慢， 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部

分变更该项目募投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该项目后续建设资金以自

有资金投入。

“唐山选煤装备制造基地工程项目（二期）” ：因唐山选煤装备制造基地工程项目

（一期）经营效果不及预期，且募集资金到位后，煤炭行业形势发生较大变化，选煤

装备产能严重过剩，项目一直没有动工建设，也未投入募集资金。 经公司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终止实施该项目，相应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永久补充本公司

流动资金。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唐山选煤装备制造基地工程项目（二期）：同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2019年上半年不存在募集资金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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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形。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或归还

银行贷款情况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形成原因

“建桥产业基地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本金6,947,920.95元， 利息净收入2,092,

916.17元，理财产品净收益2,546,301.37元。

另有承诺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尚未划转使用的利息净收入对应的其他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32,529.79元，孳生利息-37.53元（账户管理费60元，利息22.47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

情况

截至2019年3月19日，全部募集资金银行监管账户均已销户。

2019年上半年，将“建桥产业基地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本金6,947,920.95元、相关

银行账户利息净收入2,603,914.79元、理财产品净收益2,546,301.37元，合计12,

098,137.11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注：本表各项目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均为募集资金本金金额。 具体金额以会计师出

具的鉴证报告为准。

股票代码：

600582

股票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9

—

028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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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0日发出，会

议于2019年8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5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监事会主席汤保国主持会议，全体监事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通过《关于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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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

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关

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对公司

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详见本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26号）。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天地科技2019年半年度报告》，并提出以下审核意见：

1、 本次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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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包含的信息公允反映了公司2019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及2019年

1～6月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天地科技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