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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定代表人：孙弘

（3）注册资本：15000.00万元

（4）住所：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

（5）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可延性铸铁管产品.管件及生产设备；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工程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5、黄石新兴管业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2）法定代表人：王峰

（3）注册资本：31096.06万元

（4）住所：湖北省黄石市下陆区新下陆街169号。

（5）经营范围：开发、生产及销售各种类型的球墨铁铸管、管件、排水管及其它铸造产品；为自行生产的产品提供售后服务、技术支持及其他客户服务；批

发零售境内采购的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管道施工(不含压力管道)；普通货运；在港口区

域外从事货物搬运装卸服务、仓储服务；金属结构件加工及制作；再生资源回收及销售（不含固体废物、危险废物、报废汽车等需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项目）；热

力、煤气生产和供应；自来水供应。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6、山西新光华铸管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贺新卜

（3）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4）住所：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南武乡东庄村。

（5）经营范围：离心球墨铸铁管、灰铁排水管、新型复合管材及配套管件、机械设备的生产及销售；铸造；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钢铁、铸管生产过程的副

产品（水渣、废耐火料、废耐火砖、除尘灰、废制芯砂）及相关辅助材料的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原材料（铁矿石、铁精粉、烧结矿、球团矿、焦炭、焦粉、焦粒）、生铁、合金料（不含危化品）、钢材、

煤炭的销售；金属结构件、金属制品的制造、销售；建设工程：钢结结构工程；电力生产及销售；热力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7、四川省川建管道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唐宇

（3）注册资本：11118.00万元

（4）住所：崇州市元通镇禹王村16组

（5）经营范围：开发、制造、销售球墨铸铁管、管件、排水管及其他铸造产品；新型复合管材及配套管件的生产、销售；机械零部件加工；钢格板、护栏生产、

销售；钢构件加工、销售；废旧金属回收、加工；水泥制品、锻件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其他无需许可和审批的合法项目企业自主经营。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8、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涛

（3）注册资本：45000.00万元

（4）住所：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春洲路2号

（5）经营范围：离心球墨铸铁管、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铸造制品、煤化产品、焦炭、燃气、液氧、液氮、液氩的生产与销售（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冶金设备、炉料、钢铁制品、五金建材、耐火材料、煤炭销售。

电站锅炉备件制造产品或吊杆、结构件。 销售矿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9、桃江新兴管件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符坚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镇桃花西路108号

（5）经营范围：球铁管件及其它装备、铸造制品设计、生产、销售；生铁、钢材、铁合金、铸造辅助材料的销售；餐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0、新兴河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李军

（3）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4）住所：邯郸经济开发区世纪大街2号

（5）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加工与制作、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与销售、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装置的制造与销售、家用采暖炉具、电热及电蓄热采暖设备的

制造及销售（以上限分支机构经营）；工程设计、工程管理、工程施工、开车服务、工程总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建设项目环境评估业务（按资质证核准范围从

事经营）；设备供货和采购服务；境内外冶金、机械、建筑行业技术咨询；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钢材、建筑材料（不含木材）、

金属材料及制品（不含稀有贵重金属）、冶金设备、环保设备、工程机械设备及配件、水利水电设备、农用机械的销售；货物仓储；高效节能技术与装备、太阳能

利用、光伏发电技术与装备研究、技术开发。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1、新兴铸管阜康能源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尹金山

（3）注册资本：178989.78万元

（4）住所：新疆昌吉州阜康市产业园阜东一区百盛路29号

（5）经营范围：矿业、能源投资；销售:矿产品、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五金机电、木材制品、煤炭、建筑材料、化工原料（危险品除外）、汽车配件、石油

制品（危险品除外）、农畜产品、日用品、化肥、办公用品;矿业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国内一般贸易；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离心球墨铸铁管生产、销

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普通货物仓储；食品销售；废钢收购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2、新兴铸管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叶茂林

（3）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5号楼50层04号

（5）经营范围：销售球墨铸铁管及配件、建筑材料、金属矿石、五金交电、金属材料、金属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品、医疗器械II类；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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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3、新兴铸管集团邯郸新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弘毅

（3）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4）住所：河北省邯郸市复兴区石化街4号

（5）经营范围：金属结构件、管件、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金属制品的制造、销售、进出口业务；建筑装饰工程、水暖安装工程、钢结构工程、管道工程；电子

设备安装及技术服务；电子产品的销售；代收电费、水费、电话费服务、场地租赁服务；系统内部水、空压风、蒸汽、水暖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4、新兴铸管新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侯传安

（3）注册资本：150000.00万元

（4）住所：新疆巴州和静工业园区金泉综合制造加工区新兴产业区西区

（5）经营范围：建筑用钢筋、工业氧、工业氮、纯氩的生产、销售，矿产品加工、销售；焦炭、焦油、离心球墨铸铁管、新兴复合管材、建材的销售，场地和房屋

租赁，矿用支护设备生产、加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参股的法人。

15、新兴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赵柱

（3）注册资本：703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15区6号楼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矿山成套设备、工程机械设备的生产和销售；钢铁冶炼和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制品、矿产实业投资；矿山成套设备、工程机械设

备的生产和销售；钢铁冶炼和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制品、矿产品、锻压制品、给排水及燃气管道配件、大型铸件及其它铸造制品、汽车改装、特种改装车的技术

开发、生产和销售；进出口业务；招标代理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设计、技术服务、技术管理、技术咨询、投资咨询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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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6、北京三兴汽车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冰

（3）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新村一里15号

（5）经营范围：汽车改装制造；制造金属油罐、一二类压力容器、营房用具、汽车配件、金属结构、金属门窗、油罐配件、加油机、油泵及配件；金属零件机械

加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汽车低级维护；汽车小修；摩托车修理；仓储服务；装卸劳务服务；铁路整车货物到发、仓储及装卸；

项目投资；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公用房；热力供应（仅限天然气）；会议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

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销售本厂生产的汽车、金属结构、金属门

窗、油罐配件、加油机、油泵及配件；金属零件机械；购销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电子元器件、汽车（不含小轿车）、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百货、针织纺

品、家具、土产品、日用电器、日用电子器具；销售耐火材料、矿产品、石油钻采设备、金属矿石；研发、生产（限外埠）、销售：炉具、电热采暖器具、太阳能聚光

灶、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光伏产品、玻璃钢纤维增强塑料制品、玻璃钢船艇、S/F双层罐及上述产品相关科技服务；销售医疗器械Ⅱ类；销售包装

食品、食用油、零售粮食、烟、医疗器械Ⅲ类；室内外装饰，汽车、消防器材、机械设备、专用设备、润滑油的销售和生产润滑油（限外埠从事生产活动）；技术检

测；计算机系统集成；餐饮服务；住宿。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餐饮服务、住宿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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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7、新兴重工湖北三六一一机械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邵京城

（3）注册资本：30000.00万元

（4）住所：湖北省襄阳市人民西路168号

（5）经营范围：油料器材、应急供排水装备、汽车零部件铸造和制造；矿产资源开发（以上涉及前置许可证的须取得有效许可证方可从事经营）；汽车改

装；货物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工程机械、发动机、五金工具、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消防

车、润滑油、润滑脂销售；物流服务（不含道路运输）；小型机械设备制造；消防器材生产与销售；厂房、普通机械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8、天津移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蒋智金

（3）注册资本：10354.50万元

（4）住所：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街南口路28号

（5）经营范围：机械设备及零部件、方舱产品及集装箱产品、家具制造；机械加工；机械设备制造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普通货运；特种车辆改装；机

械设备修理、机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专用汽车研发、生产及销售（传统燃油汽车生产除外）；通用靶场训练装备器材（枪支类，弓弩类装备除外）、射击训练

系统、智能训练系统、自动报靶系统及相关计算机软硬件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安装、调试、检测、维修及相关配套服务；预包装食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铁矿石、铁精粉、金属材料、焦炭、煤炭批发兼零售；汽车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19、新兴应急安全谷（肇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陈志军

（3）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4）住所：肇庆市鼎湖区新城39区坑口氧吧茗轩花园餐饮部2楼201室

（5）经营范围：应急救援装备研发、制造、销售、租赁、检测；应急救援培训、演练、展览；应急救援技术开发、服务、咨询；普通货物运输；国内贸易；基础设

施建设；旅游项目投资；住宿业；餐饮服务；电影放映；游乐园管理服务；酒店管理；自有物业租赁。 （以上项目不包含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0、新兴重工（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斌

（3）注册资本：1470.00万元

（4）住所：天津市河北区水产前街28号（华闻商务园B2-174室）

（5）经营范围：机械设备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仓储（危险品除外）；货运代理；工程承包；工程设计；建筑安装；设备安装、调试；设备租赁；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铁矿石、金属材料及制品、建筑材料、润滑油、汽车及零部件（小轿车除外）、食用农产品：粮食、木材、化肥、纺织品、五金、交电、焦炭、化工（危险品、易

制毒品除外）、涂料（危险品除外）、橡胶制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批发兼零售；天然气销售；以下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普通货运。（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1、新兴际华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韩文虎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五区6号楼3至4层全部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资产经营；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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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2、贵州际华三五三五商贸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蔡天和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

（4）住所：贵州省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北路88号

（5）经营范围：销售：服装鞋帽、日用百货、五金、化工产品（除专项）、矿产品（除专项）、装饰建筑材料（危化品除外）；房屋租赁；资产管理；非金融性项

目投资。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3、汉川际华三五零九置业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沈中勇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汉川市马口镇纺织路16号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资产经营、项目投资（国家限制或禁止的除外）；自有房屋销售及租赁；物业服务、保洁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化品、易燃易爆品）；凭资质从事普通机械修理及加工（不含汽车、特种设备以及国家专项审批的项目）；餐饮服务（食堂）、凭有效许可审批从事澡堂服

务；瓶装燃气（不含充装活动）、日用百货、纺织品、针织品、纺织原辅料、服装服饰、五金交电、办公用品、化妆品、建材（不含危化品）、家用电器销售；包装材

料加工销售、其他印刷品印刷，棉絮加工销售。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4、际华军研（北京）特种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崔征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71号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装加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零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建

筑材料、金属材料、汽车、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消防器材、日用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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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5、南京爱跃户外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胡杰

（3）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4）住所：南京市秦淮区中牌楼东100-1号

（5）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户外体育用品、服装、缝纫制品、革皮制品、玻璃纤维、过滤材料、保温材料、鞋用材料、橡塑制品、五金

制品、钢材、装饰材料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预防保健科、全科医疗科、口腔医疗科、中医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6、南京三五〇三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胡杰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279号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资产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租赁；仓储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化工产品、纺织原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消防器材、中央空调设备、制冷设备、钢材、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矿产品、水暖器材、陶瓷制品、卫生洁具、初级农产品、煤炭、焦炭销售；医疗服务；养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7、上海际华物流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刘能军

（3）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4）住所：上海市普陀区叶家宅路100号9幢503室

（5）经营范围：货运代理，仓储（除专项），物流专业技术咨询，劳务服务（除涉外除经纪），房屋租赁（受产权人委托）；销售有色金属（除专项）、金属材

料、建筑装潢材料、纺织品及原辅材料（除专项），针织品，服装鞋帽，劳防用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民用爆炸物、烟

花爆竹），通信器材（除卫星电视地面接受设施），煤炭，矿产品（除专项），汽配件，机电设备及产品，仪器仪表，办公用品，橡塑制品，日用百货；批发预包装

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服装加工（限分支），附设住宿及餐饮分支；仓储、理货、普通货运、零担货物联运（限分支机构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8、石家庄际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吴宪平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微水镇南3502工厂

（5）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房屋维修，房屋租赁，服装、鞋帽、皮棉、皮革、针纺织品及原料、合成纤维、橡胶原料及制品（医用橡胶制品除外）、未经加工初

级农产品、建筑材料（木材除外）、金属材料（稀贵金属除外）、五金配件、铁矿石、铁精粉、纸制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工程项目管理，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的施工，建筑劳务分包，苗木种植、销售，养老服务。 （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住宿，正餐服务（含凉菜，不含生食海产品，不含裱花蛋糕），包装装潢品印刷，箱板纸、瓦楞纸及服装辅料的加工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29、咸阳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梁秦龙

（3）注册资本：200.00万

（4）住所：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咸红路

（5）经营范围：资产经营管理（不含货币资产）、物业管理、房屋租赁；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售，装饰装修工程；纺织品、被服装具、鞋帽、帐篷、皮革、

棉花、五金、仪器仪表、建材的销售，货运代理、仓储（除专项），物流专业技术咨询，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0、襄阳新兴际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孙艳

（3）注册资本：100.00万

（4）住所：襄阳市樊城区人民路140号

（5）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的投资；物业管理；纺织品、服装、鞋帽的加工、销售；普通金属加工机械的加工；针纺织品、日用百货、日用杂品、家用电器、普

通机械设备、建筑装饰材料的批发零售；普通货运代理服务；房屋、场地、设备租赁；钢材、有色金属、棉纱、纺织浆料、纺织化工原料及助剂、纺织机械配件、五

金、加油输油器材销售；普通机械维修；棉花收购、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1、新兴际华（岳阳）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周平

（3）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4）住所：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北路71号

（5）经营范围：从事物业管理、建筑施工，房屋租赁，橡胶、石油产品（不含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包含危险化学品)、纺织品、劳保用

品、日用百货、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通讯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建筑材料、政策允许的农副产品、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办公设备、家具、电子产品(不含无线

电管制器材)的销售，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旅游信息咨询、票务代理、会议服务，住宿、餐饮服务，提供劳务服务（不含对外劳务输出及劳务派遣）。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2、新兴职业装备生产技术研究所

（1）企业类型：非公司制独资企业

（2）法定代表人：刘亦飞

（3）注册资本：3053.50万元

（4）住所：北京东城区禄米仓胡同71号院

（5）经营范围：开展职业装备生产技术研究，促进科技发展，职业被装产品生产技术研究，职业被装产品技术标准研究，职业被装产品研制，职业被装产

品质量检验，特体服装研制，相关专业培训与技术服务。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3、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宋春利

（3）注册资本：25000.00万人民币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向军北里28号院1号楼9层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建筑工程施工；室内外装修装潢；宾馆受托管理；物业管理：技术开发：劳务服务；铜冶炼、铜材加工、铜箔制

造；稀有金属提炼；建筑施工总承包；集散仓储；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有色金属、黑色金属材料的销售；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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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4、北京三五零一服装厂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侯秀廷

（3）注册资本：11000.00万人民币

（4）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环北路23号

（5）经营范围：制造加工服装；销售棉、麻、纺织品、服装鞋帽、日用百货、日用杂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摩托

车；劳务服务；计算机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

术的进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租赁房屋；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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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5、大连新东昌置地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杨春明

（3）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4）住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路69号

（5）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项目投资及管理；矿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以上均不含专项许

可）投资咨询；物业管理；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房屋租赁；场地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6、广东新兴发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贾青云

（3）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4）住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简平路天安南海数码新城2栋1503室

（5）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煤炭及制品批发；非金属矿及制品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建材批发；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其他道路

运输辅助活动；多式联运；货物运输代理；其他运输代理业；装卸搬运；通用仓储；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互联网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平台除外）；有色金属资源

投资；国内商业及物资供销业（国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场地出租；仓储管理服务（危险品除外）；国际货运代理；持有效审批证件从事普通货运经营、货物

专用运输（集装箱）；运输代理服务；货物和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7、新兴发展江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徐建农

（3）注册资本：2000.00万元

（4）住所：南京市中山北路279号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项目管理，建筑工程施工，室内外装修装潢，自有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钢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有色金属、黑色金属、

金属材料、服装、鞋帽、日用百货、化工产品、纺织原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电子元器件、消防器材、中央空调设备、水暖器材、陶瓷制品、卫生洁

具、初级农产品的销售，境内劳务派遣。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凭资质证书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8、新兴铸管（上海）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陈东强

（3）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4）住所：上海市虹口区西江湾路500号6幢304室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一般项目：销售金属材料，钢材，矿产品，金银饰品，木材，饲料，食用农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电线电缆，冶金炉料，煤炭

经营，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化工产品批发（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商务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道路搬运装卸，货物仓储（除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39、新兴铸管（浙江）铜业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黄孟魁

（3）注册资本：12500.00万元

（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新登新区平山路60号

（5）经营范围：无氧铜杆、铜材加工；建筑材料、矿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得许

可证后方可经营）；新能源、天然气加气（油）站及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40、新兴际华（北京）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法定代表人：刘晓东

（3）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4）住所：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平安路5号4幢DY182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培训；销售钢材、金属材料、矿产品、建筑材料、机电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生铁、日用品、计算机软硬件、废钢、焦炭、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炭的交易、储运活动）；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经济信息咨询；施工总承包；劳务分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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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41、新兴际华伊犁农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2）法定代表人：杨清江

（3）注册资本：20950.00万元

（4）住所：新疆伊犁州伊宁市313线以西5号地块环宇·香水湾西区B-5号楼

（5）经营范围：农作物种植，经济林种植，苗木繁育，畜牧养殖，农林牧技术的咨询与开发，预包装食品的批发兼零售，水果蔬菜、干果、蜂蜜、大米、农畜产

品、棉籽、日用百货、有色金属制品、薰衣草系列产品的销售，酒的生产与销售，生物有机肥的生产与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42、天津双鹿大厦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为夏

（3）注册资本：6671.90万元

（4）住所：天津市南开区南开三马路165号。

（5）经营范围：旅馆住宿；餐饮服务；预包装食品零售；健身运动；美容（颈部以上面膜）、美发；复印、影印、打印；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工艺美术

品、日用杂品、鲜花零售兼批发；洗染；会议服务、清洁服务、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餐饮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关联关系：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除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以外的法人。

四、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公司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根据其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分析，向上市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主要为与日常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提供和接受劳务、出租和租赁业务等，所有交易均签订书面协议，交易价格皆按有偿、公

平、自愿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对于货物购销、提供与接受劳务采用市价、租赁业务及托管费定价采用协议价。

六、关联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正常经营所需要的交易。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审议程序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得到了公司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该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0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累计发生总金额》的议案，关联董事盖志新、高雅巍在董事会会议上回避表决。

2020年度的采购货物、接受劳务、销售货物、提供劳务、出租收入以及租赁费等六类关联交易的预计金额及预计累计总金额均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之“交易金额3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 限额，无

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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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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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修订）》（上证公字［2013］13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884号）的核准，2010年8月4日，本公司向社

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15,700万股，发行价格为3.50元/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404,95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3,572.41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391,377.59万元。 上述资金到账情况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9日验证，并出具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204号验资报

告。

本公司以前年度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363,101.05万元，2019年年使用金额0.00万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募集资金专户存款账面应有余额为28,

276.54万元，加上4,697.25万元利息及手续费等收支，实际余额是32,973.79万元。

（二）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84号）核准，截至2017年4月18日止，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34,629,404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1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37,861.4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569.98万元（含

税） 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1,291.5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到账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7]第

ZB10691号验资报告。

本公司以前年度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135,581.64万元；2019年公司投入使用募集资金21,487.30万元，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70,000

万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应有余额为204,222.56万元，加上18,145.19万元利息及手续费等收支，实际余额是222,367.75万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了《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及其管理和监督做了明确规定，并在运行中有效执行。 公司独立董

事和监事会能够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及存储情况

2010年8月19日，公司及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幸福街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

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体北路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财富中心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台支行签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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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各方按

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专门的银行账户。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在各银行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幸福街支行

0200004729200484648 470,775,914.00 -

已销户（募集资金

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幸福街支行

0200004729200559627 -

已销户（募集资金

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幸福街支行

0200004714200010090 -

已销户（募集资金

专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朝阳支行

11001018700053010801 431,000,000.00 -

已销户（募集资金

专户）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工体北路支行

0106014170026826

1,296,000,

000.00

329,737,

904.52

活期（募集资金专

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财富中心支行

7114110182600010525

1,416,000,

000.00

-

已销户（募集资金

专户）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丰台支行

35340188000062542 300,000,000.00 -

已销户（募集资金

专户）

合计

3,913,775,

914.00

329,737,

904.52

注：建注：建设银行、光大银行、中信银行、工商银行账户因已无余额，目前已注销。

（二）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管理及存储情况

本公司、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行、中信银行北京财富中心支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幸福街

支行于2017年4月28日、5月12日、5月15日签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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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各方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亮马桥支

行

699631020 3,240,000,000.00 2,223,677,490.62

活期（募集资金

专户）

中信银行北京财富中心支行 8110701014001077670 860,000,000.00 -

已销户（募集资

金专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幸福街支行

0200004729200683322 217,314,211.30 -

已销户（募集资

金专户）

合计 4,317,314,211.30 2,223,677,490.62

注：初始存放金额中含未支付的发行费4,399,170.44元。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内，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0.0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1,487.30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3《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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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年10月26日，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7.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期限12个月， 从2013年10月26

日———2014年10月25日。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意见。

本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7日将上述7.4亿元全部归还至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本公司的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7月3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

超过7亿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2017年7月3日—2018年7月2日。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本公司已于2018年6月19日将上述7亿元全部归还至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本公司的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2018年8月10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过

7亿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2018年8月10日—2019年8月9日。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本公司已于2019年7月18日将上述7亿元全部归还至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本公司的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2019年7月26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超

过7亿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2019年7月26日—2020年7月25日。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在日常监督核查募集资金使用的过程中，公司发现下属子公司未经审批程序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公司已责成下属子公司提前赎回

资金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罚，并制定了整改措施。 除此以外，本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391,377.59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需求324,799.00万元，超募资金66,578.59万元，超募资金依据《际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耐高温、耐腐蚀环保滤材技改扩建项目” 已经完成建设，经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将已完成的“耐高温、耐腐蚀环保滤材技改扩建项

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166.18万元、变更项目及已完成项目募集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共计184,026,474.50元，合计185,688,274.50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4年12月29日，经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将“智能化中高档职业装生产线技改项目” 、“高档针织面料及制品扩建改造项目” 、“军警

靴、职业鞋靴技术装备升级扩建改造项目” 、“功能性职业鞋靴等技改工程项目” 、“中高档防寒裘皮及制品扩建项目” 、3542及3509公司实施的“高档职业

装面料、 功能性面料及家纺制品技改项目” 、“4万锭特种纱线技术改造项目” 、“功能性伪装防护装具生产线技改项目” 、“军警职业服饰件表面处理装备改

造项目” 、“精密模具装备生产线改造项目” 、“功能性桑拿桶和智能化充气睡具扩建项目” 等11个项目的未使用募集资金140,128.42万元投向变更为“际华

长春目的地中心项目一期” 和“际华重庆目的地中心项目一期” 。其中，“际华长春目的地中心项目一期” 使用募集资金70,128.42万元，“际华重庆目的地中

心项目一期” 使用募集资金70,000.00万元。 将已完成的“耐高温、耐腐蚀环保滤材技改扩建项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166.18万元、变更项目及已完成项目募集

资金账户所产生的利息共计184,026,474.5元，合计185,688,274.5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的重大情形。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用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8年4月，公司将拨付至子公司重庆际华目的地中心实业有限公司、陕西际华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暂未使用募集资金1,800,534.00元按要求由子公

司账户划回募集资金账户。

2018年5月， 公司将拨付至子公司广东际华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亿元未使用募集资金连同未经批准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利息合计 100,891,

780.82元划回募集资金账户。 该事项详见《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8-024）。

上述资金合计102,692,314.82元，由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集中管理并根据后续项目资金使用安排按程序另行拨付。

六、 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际华集团有效执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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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不存在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占用或挪用等情形。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际华集团的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 未发现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瑞银证券对际华集团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七、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4月27日批准报出。

附表：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3、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表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1,377.5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58,697.2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1,503.7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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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化中高档

职业装生产线

技改项目

是

33,

593.00

21,

646.62

21,

646.62

21,

646.62

0.00 100.00 已达到 781.45 否 否

高档针织面料

及制品扩建改

造项目

是

12,

149.00

4,

429.32

4,

429.32

4,429.32 0.00 100.00 已达到

-57.

07

否 否

军警靴、职业鞋

靴技术装备升

级扩建改造项

目

是

27,

485.00

5,

326.93

5,

326.93

5,326.93 0.00 100.00 已达到

6136.4

7

是 否

功能性职业鞋

靴等技改工程

项目

是

7,

070.00

4,

387.66

4,

387.66

4,387.66 0.00 100.00 已达到 816.98 是 否

功能性防护胶

靴生产线技改

项目

否

2,

700.00

2,

700.00

2,

700.00

2,700.00 0.00 100.00

已建设

完毕

调试投

产中

否 否

中高档防寒裘

皮及制品扩建

项目

是

5,

835.00

550.39 550.39 550.39 0.00 100.00

停止实

施

是

高档职业装面

料、功能性面料

及家纺制品技

改项目

部分

122,

059.00

57,

024.51

57,

024.51

37,

356.95

-19,

667.56

65.51

停止实

施

是

4万锭特种纱

线技术改造项

目

是

7,

535.00

6,

102.66

6,

102.66

6,102.66 0.00 100.00 已达到

-195.

27

否 否

功能性伪装防

护装具生产线

技改项目

是

9,

87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停止实

施

是

高性能防弹材

料及制品技术

改造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0

7,

000.00

2,650.18

-4,

349.82

37.86 2021.11 否

多功能运输装

备舱技改项目

否

5,

000.00

5,

000.00

5,

000.00

5,000.00 0.00 100.00 已达到 2.32 否 否

耐高温、耐腐蚀

环保滤材技改

扩建项目

否

32,

500.00

32,

333.82

32,

333.82

32,

333.82

0.00 100.00 已达到

2128.4

5

否 否

军警职业服饰

件表面处理装

备改造项目

是

3,

500.00

0.00 0.00 0.00 0.00 100.00

停止实

施

是

精密模具装备

生产线改造项

目

是

3,

000.00

656.58 656.58 656.58 0.00 100.00

停止实

施

是

功能性桑拿桶

和智能化充气

睡具扩建项目

是

8,

503.00

345.91 345.91 345.91 0.00 100.00

停止实

施

是

完善各专业研

究院功能建设

项目

否

7,

000.00

7,

000.00

7,

000.00

2,740.84

-4,

259.16

39.15

与2017

年非公

开发行

募投项

目协同

实施

否

际华长春目的

地中心项目一

期

是

70,

128.42

70,

128.42

70,

128.42

100.00

正在建

设

否

际华重庆目的

地中心项目一

期

是

70,

000.00

70,

000.00

70,

000.00

100.00 2018.12

-6283.

02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是

96,

578.59

115,

147.42

115,

147.42

115,

147.42

100.00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391,

377.59

409,

780.24

409,

780.24

381,

503.70

-28,

276.5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变更项目具体见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披露的《际华集团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2、功能性防护胶靴生产线技改项目于2016年下半年正式启动建设，

目前募集资金投入完毕，土建施工完成，正在进行设备安装投产调试，尚

未产生收益。

3、为统一公司研发资源，促进公司研究院实体化建设，“完善各专业

研究院功能建设项目” 将与公司“终端市场网络建设项目” 协同开展。

“终端市场网络建设项目” 是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之

一。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2017年4月24日发行成功， 各募投项目将

按照相关计划陆续开展实施。

4、由新四五公司实施的“高档职业装面料、功能性面料及家纺制品

技改项目”涉及到实施企业被吸收合并以及厂址搬迁，故项目实施进度

推迟。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拟将该项目募集

资金变更投向用于投资“3542公司搬迁建设功能性面料、 家纺制品项

目” ，具体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的《际华集团关于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3542公司搬迁建设功能性面料、 家纺制品项目的公

告》。

5、“高性能防弹材料及制品技术改造项目” 由于目标客户需求升

级，工艺路线变更，产品标准方案仍在完善，故项目实施进度推迟。 预计

根据市场招标情况，剩余部分募集资金在2021年11月底使用完毕。

6、“际华长春目的地中心项目一期” 购物中心建筑和室内运动中心

建设已按照计划基本完成，其中运动中心预计2020年投入运营。

7、“际华重庆目的地中心项目一期” 主体业态已进入运营阶段，项

目室内运动中心和部分购物中心已建成并正式营业。 项目一期二阶段室

内滑雪场已开业，滑雪馆酒店已具备开业条件。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具体见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披露的《际华集团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公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年10月26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

用7.4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12个月，从2013年10月

26日———2014年10月25日。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

意见。

本公司已于2014年10月17日将上述7.4亿元全部归还至本公司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本公司的保荐机构瑞银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391,377.59�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

需求324,799.00万元，超募资金66,578.59万元，超募资金依据《际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耐高温、耐腐蚀环保滤材技改扩建项目”已经完成建设，经公司2014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将已完成的“耐高温、耐腐蚀环保滤材技改扩

建项目” 的节余募集资金166.18万元、变更项目及已完成项目募集资金

账户所产生的利息共计184,026,474.50元， 合计185,688,274.50元，永

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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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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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2：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

末计划

累计投

资金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际累

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

度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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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际华长春目的地

中心项目一期

智能化中高档职

业装生产线技改

项目等11个项目，

具体见本报告正

文部分

70,

128.42

70,

128.42

0.00

70,

128.42

100.00 正在建设 否 否

际华重庆目的地

中心项目一期

70,

000.00

70,

000.00

0.00

70,

000.00

100.00

2018年

12月

-6283.

02

否 否

单个项目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耐高温、耐腐蚀环

保滤材技改扩建

项目

166.18 166.18 0.00 166.18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小计

140,

294.60

140,

294.60

0.00

140,

294.60

变更项目和已完

成项目募集资金

账户产生利息永

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18,

402.65

18,

402.65

0.00

18,

402.65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158,

697.25

158,

697.25

0.00

158,

697.25

100.0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分具体募投项目）

（1）原项目变更原因具体见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披露的《际华集团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2）上述变更于2014年12月29日，经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3） 参见公司于2014年12月12日和2014年12月30日， 分别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的《际华集团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际华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际华集团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等文件。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体募投项目）

（1）“际华长春目的地中心项目一期”购物中心建筑和室内运动中心建设已按照

计划基本完成，其中运动中心预计2020年投入运营。

（2）“际华重庆目的地中心项目一期” 主体业态已进入运营阶段，项目室内

运动中心和部分购物中心已建成并正式营业。 项目一期二阶段室内滑雪场已开

业，滑雪馆酒店已具备开业条件。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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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3：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31,291.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487.3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7,068.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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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际华集团终

端市场网络

建设项目

否

30,

000.00

21,

291.50

21,

291.50

0 0

-21,

291.50

0 2020.1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重庆际华园

目的地中心

项目一期二

阶段

否

45,

000.00

45,

000.00

45,

000.00

9,

621.57

20,

270.43

-24,

729.57

45% 2020.1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际华园·长

春目的地中

心一期项目

二阶段

否

45,

000.00

45,

000.00

45,

000.00

8,

058.22

13,

299.82

-31,

700.18

30% 2020.1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际华园扬中

项目

否

80,

000.00

80,

000.00

80,

000.00

-

40,

821.99

-39,

178.01

51% 2020.1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际华园西安

项目

否

80,

000.00

80,

000.00

80,

000.00

3,

807.51

34,

653.49

-45,

346.51

43% 2020.1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际华园咸宁

项目

否

80,

000.00

80,

000.00

80,

000.00

-

22,

027.51

-57,

972.49

28% 2020.1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际华园清远

项目

否

80,

000.00

80,

000.00

80,

000.00

-

25,

995.70

-54,

004.30

32% 2020.1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440,

000.00

431,

291.50

431,

291.50

21,

487.30

157,

068.94

-274,

222.5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1、际华集团终端市场网络建设项目：此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的主要内容为公

司研究总院实体化建设，公司前期实施的功能性研究院建设项目，由各子企

业自主进行，后由公司统筹，在统筹初期，相关项目由自有资金支持。 目前公

司已成立“系统工程中心分公司”作为研发创新平台推进研究总院实体化，待

系统工程中心研发成果转化模式、机制稳定后，将逐步开始使用募集资金。

2、重庆际华园的地中心项目一期二阶段室内滑雪场已开业，滑雪馆酒店

已具备开业条件，后续将利于剩余的募集资金加速商业购物部分、新娱乐项

目业态的投资等，以期更好的符合和满足当前的市场。 际华园·长春目的地中

心一期项目二阶段运动及娱乐设施正在安装调试，因新增和调整部分业态影

响整体布局及进度，计划在本年内试营业。

3、鉴于消费娱乐市场的快速变化，本着审慎投资的原则，公司2019年以

自有资金对其他四个际华园项目（西安、扬中、咸宁、清远）进行了必要的基建

支出，其中扬中际华园支出499.06万元、西安际华园支出4093.07（含募集资

金3807.51万元）、 咸宁际华园支出3555.15万元、 清远际华园支出2076.03万

元。 为了更加迎合和适应目前消费娱乐市场的变化与需求，目前四个际华园

项目正对商业部分的业态形式和业态布局进行调整中，未来进一步强调投入

回报资金平衡，以期在力争实现合理收益的基础上更好地满足当前市场。 由

于相关完善工作仍需一定时间，预计主要建设阶段将在2020年完成。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7月3日，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

超过7亿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2017年7月3日—2018年7月2日。 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本公司已于2018年6月19日将上述7亿元全部归还至本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本公司的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2018年8月10日，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使用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

超过7亿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2018年8月10日—2019年8月9日。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本公司已于2019年7月18日将上述7亿元全部归还至本公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将该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本公司的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并及时进行了信息披露。

2019年7月26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部分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不

超过7亿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即2019年7月26日—2020年7月25日。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发表了相关意见。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8�年 4�月，公司将拨付至子公司重庆际华目的地中心实业有限公司、陕西

际华园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暂未使用募集资金 1,800,534.00�元按要求由子公

司账户划回募集资金账户。

2018年5月，公司将拨付至子公司广东际华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1亿元未

使用募集资金连同未经批准购买理财产品的利息合计 100,891,780.82�元划

回募集资金账户。该事项详见《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年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使用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2018-024）。

上述资金合计 102,692,314.82�元， 由公司募集资金账户集中管理并根

据后续项目资金使用安排按程序另行拨付。

注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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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437,861.48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6,569.98万元（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1,291.50万元；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

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其中“际华集团终端市场网络建设项目”

使用募集资金额度由30,000万元调整为21,291.50万元，其他募投项目承诺使用募集资金额度不变。 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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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3：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仍处于建设中，尚未产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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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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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2月9日成立（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室

执业资质：1992年首批获得国家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2006年经PCAOB认可获得美国

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执业资格，2010年首批获得H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资质，2012年获得《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至今。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梁春

目前合伙人数量：196人

截至2019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1,458人，较2018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净增加150人；其中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人数：699人。

截至2019年末从业人员总数：6,119人。

3、业务规模

2018年度业务收入：170,859.33万元；

2018年度净资产金额：15,058.45万元；

2018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240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收费总额2.25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16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21）、批发和零售业（13）、房地产业（9）、建筑业（7）；资产均值：100.63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2018年年末金额：543.72万元；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70,000.00万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概况：行政处罚1次，行政监管措施19次，自律监管措施3次，具体如下：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1次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3次 5次 9次 2次

自律监管措施 无 1次 2次 无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姓名张艳红，注册会计师，合伙人，从业24�年，至今负责过多家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清产核资、绩效考核、证监局及财政部检查等工作，有证

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无兼职。

质量控制复核人：姓名王桥，注册会计师，合伙人，1997年开始从事审计业务，专注于企业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及央企审计业务，曾负责多家上市公司、央

企及其他公司年度审计工作。 2018年开始专职负责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大审计项目的质量复核工作，审核经验丰富，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

经验，无兼职。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姓名张宇锋，注册会计师，2007年开始从事审计业务，至今参与过多家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从事证券

业务的年限9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2.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能够在执行本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近三年未发现其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三）审计收费

本期审计费用426万元，系按照本所提供审计服务所需工作人日数和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收取服务费用。工作人日数根据审计服务的性质、风险大小、

繁简程度等确定；每个工作人日收费标准根据执业人员专业技能水平等分别确定。

本期审计费用426.00万元，其中：财务审计费用326.00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100.00万元。 上期审计费用426.00万元，其中：财务审计费用326.00万元，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100.00万元。 本期审计费用比上期审计费用增加0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出具了如下审核意见：

认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相关业务审计从业资格，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在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时，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签字注册会计师能够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遵

守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勤勉履行审计职责。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等方面能够满足公司对审计机构的要

求。 基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19年度审计过程中的职业操守和履职能力，及公司后续生产经营和审计业务连续性考虑，审计与风险管理

委员会向董事会提议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

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坚持独立审计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审计机构的责任与义务。 我们同意将《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会议审议。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经核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熟悉国家有

关财务会计方面的法规政策，具有完成审计任务和确保审计质量的注册会计师，能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内控审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具备承担公

司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能力和执业经验。我们通过对其2019年度工作情况的审查和评价，同意公司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

（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

（四）本次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独立董事的书面意见

（三）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的说明文件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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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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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格式和准则的通知，对公司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公司执行上述新准则后对当期的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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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修订

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2、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同时根据管理意

图，对持有的西安银行的股票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对其他在2018年末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金融资产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

3、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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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

则。

4、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 公司对2019年1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

交换交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5、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 公司对2019年1月1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

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

计量影响

金融资产

减值影响

交易性金融资产 41,788,800.00 41,788,800.00

应收票据 249,364,262.23 -220,532,741.73 28,831,520.50

应收账款 3,754,255,658.94 -2,848,821.21 3,751,406,837.73

应收款项融资 220,532,741.73 220,532,741.73

其他应收款 2,045,936,238.72 -3,664,669.21 2,042,271,569.5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5,851,217.49 -175,851,217.49

持有至到期投资 5,141,164.38 -5,141,164.38

债权投资 5,141,164.38 5,141,164.38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70,268,509.10 170,268,509.10

递延所得税负债 31,416,366.28 5,430,913.74 36,847,280.02

盈余公积 270,650,429.36 -59,453.56 270,590,975.80

未分配利润 5,291,654,580.23 30,775,177.87 -6,454,036.86 5,315,975,721.24

2、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

单位：元

列报项目 列报变更前金额 影响金额 列报变更后金额

应收票据 249,364,262.23 249,364,262.23

应收账款 3,754,255,658.94 3,754,255,658.94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003,619,921.17 -4,003,619,921.17

应付票据 625,179,533.21 625,179,533.21

应付账款 3,004,716,481.70 3,004,716,481.7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629,896,014.91 -3,629,896,014.91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的文件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且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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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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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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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深化公司“军警保障、应急防护、行配工装” 发展战略定位，拓展应急保障领域，打造应急防护系统服务能力，公司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在原经营范围基础上增加“一、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和销售” 项

目（以工商核定为准），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对所属企业资产及资本的经营管理；服装鞋帽、轻纺印染、制革装具、橡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医

药、化工、资源开发的投资与管理；实业项目的投资与管理；商贸、物流项目的投资与管理；进出口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管理咨询。

变更后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对所属企业资产及资本的经营管理；服装鞋帽、轻纺印染、制革装具、橡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一、

二类医疗器械的研发和销售；医药、化工、资源开发的投资与管理；实业项目的投资与管理；商贸、物流项目的投资与管理；进出口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管理咨询。

并同时对《公司章程》的第十三条进行修改，修改的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现行章程 修改后章程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

营项目：对所属企业资产及资本的经营管理；服装鞋帽、轻

纺印染、制革装具、橡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医药、化工、资

源开发的投资与管理；实业项目的投资与管理；商贸、物流

项目的投资与管理；进出口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管理

咨询。

前款所指公司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

为准。

公司可以按照市场导向， 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和自身

能力，调整经营范围，并按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

营项目：对所属企业资产及资本的经营管理；服装鞋帽、轻

纺印染、制革装具、橡胶制品的生产和销售；一、二类医疗器

械的研发和销售；医药、化工、资源开发的投资与管理；实业

项目的投资与管理；商贸、物流项目的投资与管理；进出口

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管理咨询。

前款所指公司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

准。

公司可以按照市场导向， 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和自身

能力，调整经营范围，并按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修改，除以上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公司章程》的修订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债券代码

:122425

债券简称

:15

际华

01

债券代码

:122426

债券简称

:15

际华

02

债券代码

:122358

债券简称

:15

际华

03

债券代码

:143137

债券简称

:18

际华

01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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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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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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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8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2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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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8日

至2020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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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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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8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3542公司搬迁建设功能性面料、

家纺制品项目》的议案

√

9 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注：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情况已刊登在2019年4月29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2、特别决议议案：7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9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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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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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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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718 际华集团 2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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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登记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法人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股东代理人持委托人

的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代理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5月25、26日，上午9:00-11:30时，下午1:30-4:00时；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29层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财富中心写字楼A座29层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 编：100020

电 话：010-63706008

传 真：010-63706008

联系人：董芳

2、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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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 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8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3542公司搬迁建设功能性面料、家纺

制品项目》的议案

9 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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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1718

证券简称：际华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23

债券代码：

122425

债券简称：

15

际华

01

债券代码：

1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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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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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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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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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公司原监事会主席李传伟先生因已到法定退休年龄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 监事职务， 公司原监事李准锡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8日披露的《际华集团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12），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

4月27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拟提请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补选黄孟魁先生（简历见附

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此议案尚需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黄孟魁先生：1964年出生，高级工程，研究生学历。 黄先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2672工厂技术员、技术科长、轧钢分厂副厂长、厂长，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济师、副总经理，新兴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专职派出董事。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上接B08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