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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7月29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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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燕塘乳业 股票代码 00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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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锋 李嘉旋

办公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188号 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188号

电话 020-61372566 020-61372566

电子信箱 master@ytdairy.com master@ytdai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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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544,356.26 698,866,617.22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114,062.78 66,508,111.79 -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1,170,226.20 66,079,667.74 -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414,124.63 88,288,713.29 0.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2 -9.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42 -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7% 7.15%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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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400,245.51 1,324,891,516.17 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2,554,482.94 1,005,380,420.16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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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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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97%

64,465,

743

0

广东省粤垦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69%

18,401,

011

0

广东省湛江农垦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5.03%

7,916,

846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零零三组合

其他 3.20%

5,036,

593

0

陈锦洪

境内自然

人

1.91%

3,000,

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0%

2,195,

500

0

广东中远轻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9%

2,028,

010

0 质押

2,000,

000

华夏基金华益3号股

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0.65%

1,017,

767

0

中国工商银行－南

方积极配置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0% 940,800 0

林卫东

境内自然

人

0.50% 785,31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和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公司是公

司的关联方，与公司同受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该三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除

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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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在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境内自然人股东林卫东通过长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08,9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476,419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785,319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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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各地加强防疫管控，公共交通受阻、人民出行意愿降

低、学校延迟开学，乳制品终端需求受到一定抑制。 二季度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乳制品消费市

场逐渐回暖。

进入后疫情时代，消费者愈加重视加强健康管理，提高自身免疫力基础，加之奶业振兴相关政策持续推

出、行业自治管理深入推进以及乳企大力提升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等因素影响下，国内乳制品市场逐步扩大、

产量逐渐增长，“奶业振兴” 进入全新的发展局面。 与此同时，受消费需求个性化、品质化升级的影响，行业内

部产业链整合与一体化进程加快，行业竞争态势依旧激烈。

报告期内，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造成的阶段性影响，公司管理层紧密围绕“精耕广东、放眼华南、

迈向全国” 发展战略，立足公司自身优势，积极调整经营策略，加大力度开拓新渠道、新市场，促使公司2020年

上半年经营业绩保持平稳态势，实现营业收入70,254.44万元，同比增长0.53%。 其中，公司五月、六月的营业

收入实现同比较大幅度增长。

公司在报告期内生产经营和管理运作的详情，请阅读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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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2017年7月5日发布的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22号）要求，

本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该准则。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

型；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并在

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

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也对此次变更事项发表了明确同

意的独立意见。 该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当期及前期的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不产生重大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

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

2020-028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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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7日以专

人送达和短信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7月28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公司董事共9

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9人。 其中，独立董事戴锦辉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宣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均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公司根据2020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和管理运作的实际情况，编制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全体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公司同日召开的监事会审议通过本

报告，全体监事签署了无异议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增加一处经营场所，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富路18号（具体以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登记、备案为准），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自行办理与本次《章程》修订有关的新《章程》备案及换领新营业执照等后续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全体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

独立董事已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审核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 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

时间及审议内容，以董事会发出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29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

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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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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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7日以专人

送达和短信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7月28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公司监事共3

人，全部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春锋先生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严文海先生召

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广东

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2020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和管理运作的实际情况，编制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 董事会已召开

会议审议并通过该报告。

全体监事经审核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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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通过该报告，并同意据此出具对该报告无异议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书面确认意见。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增加一处经营场所，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富路18号（具体以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登记、备案为准），并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自行办理与本次《公司章程》修订有关的新《公司章程》备案及换领新营业执照等后续事项。

全体监事经审核认为：本次增加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符合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和战略发展

的长期需要。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 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

时间及审议内容，以董事会发出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为准。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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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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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

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并取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备案后方可实施。 具

体情况如下：

1、公司经营场所增加情况

根据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公司拟增加一处经营场所，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燕富路18号。 具体以广东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登记、备案为准。

2、修订《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情况

鉴于公司拟增加一处经营场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将对《公司章程》对应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住所： 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188号， 邮政编码：

510700

第六条公司住所：广州市黄埔区香荔路188号，邮政编码：

510700

公司经营场所: �广州市天河区燕富路18号， 邮政编

码：510507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未发生变化。 本次增加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 即须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二、有关办理本次增加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相关事宜的授权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自行办理与本次《公司章程》修订有关的新公司章

程备案及换领新营业执照等工商变更登记后续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增加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未

来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不存在利用上述事项影响公司股价、误导投资者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增加公司经营场所暨修订《公司章程》的事项，并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提醒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本议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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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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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峰氨纶 股票代码 00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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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亿伦 李亿伦

办公地址

浙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1788

号

浙江省瑞安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大道1788

号

电话 0577-65178053、0577-65150000 0577-65178053、0577-65150000

电子信箱 li.yilun@huafeng.com li.yilun@huafe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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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098,257,

966.89

2,100,280,

632.99

6,732,935,

360.60

-9.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5,049,776.74 237,159,659.59 857,296,099.71 -2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33,986,603.58 229,911,972.67 230,404,259.81 175.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08,450,

544.62

406,854,768.07

1,202,057,

071.63

0.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0.20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4 0.20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6% 6.05% 4.66% 2.3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7,719,652,

091.48

16,974,610,

097.67

16,974,610,

097.67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996,790,

933.77

7,760,604,

436.94

7,760,604,

436.94

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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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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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8.30%

2,237,

942,524

1,740,582,524

尤小平

境内自

然人

8.60%

398,522,

485

398,522,485

尤小华

境内自

然人

7.05%

326,774,

912

314,563,106

尤金焕

境内自

然人

6.99%

323,763,

106

314,563,10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

深

其他 1.79%

82,872,

928

82,872,92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005L-CT001深

其他 1.39%

64,528,

521

64,456,72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其他 1.14%

52,652,

820

52,652,82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0.89%

41,315,

700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

深

其他 0.79%

36,832,

412

36,832,41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

人

0.78%

35,973,

6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华峰集团、尤小平、尤金焕、尤小华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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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向大股东华峰集团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

成后，通过资源整合，公司在原有优势产业基础上，使产业链整合延伸，从化学纤维行业延伸到基础化工原料

及聚氨酯制品材料制造领域，充分发挥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效应，将单一产品优势转换为系统竞争优势，将进

一步发挥各产业板块在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等方面的协同优势，进一步优化了资产结构，提升了创新能力、

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从氨纶行业龙头到全球聚氨酯制品行业龙头的跨越式发展。

目前，公司氨纶、聚氨酯原液和己二酸产能、产量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影响，全球经济受到重创，不确定性因素频发，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经济环境和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围绕

既定发展战略及年度经营方针，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聚焦重点、补短板，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深挖潜力提质

增效，把控市场强化运营，注重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有效应对宏观经济下行、下游需求不足、市场供需失衡、产

品价格下滑等不利因素，收入及净利润虽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是经营指标稳居行业前列。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1771965.2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999679.09万元，较追溯调整后公

司上年末的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分别增长了4.39%、28.81%；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9825.80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6504.98万元，较追溯调整后公司上年同期的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下降了9.43%%、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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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政部于 2017�年 7�月 5�日发布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财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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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公司子公司华峰新材新设华峰化工欧洲私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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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7日

以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7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

到9人，由董事长召集与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内

容刊登于2020年7月29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二、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刊登于2020年7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 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组织结构的议

案》。

根据公司发展的需要，进一步优化管理，提升整体营运水平，经研究决定，对公司内部管理组织结构进行

了调整，新设税务管理室，主要职能为税务统筹、税务风险管理、日常税务实务等。 其他职能部门保持不变，调

整后的内部管理组织架构图如下：

本次组织结构的调整对公司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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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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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7日以

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7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

5人，由监事会主席召集与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一、会议以5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具体内容

刊登于2020年7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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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刊登于2020年7月2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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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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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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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

定，以及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峰氨纶” ）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

将 2020�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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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向华峰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138号）》核准，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335,360,0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5.43元，募集资金总额1,821,004,8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5,

000,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806,004,800.00元。截至2020年1月10日，本次交易配套募集资金

已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F10004号）审

验确认。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备注

2019年12月31日余额 0.00 ①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 1,821,004,800.00 ②

扣除手续费后利息收入 582,548.63 ③

本期使用金额 1,821,587,348.63 ④

2020年6月30日余额 0.00 ⑤=①+②+③-④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峰新材” ）与独立财务顾问东方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曾用名“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东海证券” ）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施专户管理，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以上监管协议与深圳证

券交易所制定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2020年上半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峰新材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募投项目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支行

1203281029000236675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项目、支付本次交

易的现金对价项目、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

机构费用项目、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和

偿还债务项目

浙江华峰新材料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瑞安支行

1203281029000236702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项目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已按计划使用完毕，根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峰新材已办理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华峰新材同独立财务顾问东方投行、东海证券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瑞安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已相应终止。 上述事项公

司已发布《关于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1）向社会公众披露。

三、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1、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2、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偿还债务，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4、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不直接产生营业收入，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2020年上半年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2020年上半年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

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6月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2,100.4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82,100.4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82,100.48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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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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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上市公司

流动资金

否

25,

000.00

25,

000.00

25,

000.00

25,

000.00

100

2020年3

月24日

不单独形

成效益

不适用 否

补充标的公司

流动资金、偿还

债务

否

50,

000.00

50,

000.00

50,

000.00

50,

000.00

100

2020年3

月24日

不单独形

成效益

不适用 否

支付本次交易

的现金对价

否

120,

000.00

105,

600.48

105,

600.48

105,

600.48

100

2020年2

月25日

不单独形

成效益

不适用 否

支付本次交易

的中介机构费

用

否

5,

000.00

1,

500.00

1,

500.00

1,

500.00

100

2020年1

月10日

不单独形

成效益

不适用 否

合 计 -

200,

000.00

182,

100.48

182,

100.48

182,

100.48

100 - - - -

注1：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金额182,100.48万元。 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后，募集资金扣除手续费后的

利息收入58.25万元已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20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募集资金金额182,158.7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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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茅台 6005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刚 陈华

电话 0851-22386002 0851-22386002

办公地址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

电子信箱 mtdm@moutaichina.com mtdm@moutai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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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97,875,165.58 183,042,372,042.50 -5.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7,226,533,893.55 136,010,349,875.11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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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20,963,440.03 24,086,920,146.43 -47.60

营业收入 43,952,804,663.50 39,487,788,339.74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601,655,085.51 19,951,025,609.22 13.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672,726,309.64 20,031,439,180.39 13.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4 16.21 减少0.8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7.99 15.88 13.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7.99 15.88 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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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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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8.00 728,531,955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8.45 106,148,171 未知

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00 50,240,000 未知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2.21 27,812,088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6 10,787,300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64 8,039,538 未知

深圳市金汇荣盛财富管理有限公司－金汇荣盛

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0 5,020,950 未知

珠海市瑞丰汇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丰汇邦

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33 4,095,932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5L－CT001沪

未知 0.31 3,845,138 未知

贵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贵民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28 3,487,22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贵州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金融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贵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

间的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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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新发展

理念，在贵州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始终保持定力、坚定信心，按照“居安思危、行稳致远” 的工作基调，牢

牢抓住疫情防控这一“头等大事” ，扎实抓好巡视整改这一“政治任务” ，全力抓实强基固本这一“工作主

线” ，推动企业发展实现了难中求进、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切实把住了方向、管住了大局、保证了落实。

公司主要指标保持“两位数” 增长，为完成全年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完成基酒产量4.81万吨，

其中茅台酒基酒产量3.67万吨、系列酒基酒产量1.14万吨；实现营业收入439.53亿元，同比增长11.31%；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6.02亿元，同比增长13.29%。

下半年，公司将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围绕贯彻落实“五个坚定不移” ，切实在深化改革上实现新突破，在

严格管理上体现新要求，在生态环境上务求新举措，在高质量发展上找准新目标，在从严治党上取得新成效，

着力推动公司实现更好发展。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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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52,804,663.50 39,487,788,339.74 11.31

营业成本 3,752,326,517.73 3,211,620,131.28 16.84

销售费用 1,163,333,510.55 1,986,959,217.73 -41.45

管理费用 2,972,613,711.83 2,715,858,665.11 9.45

财务费用 -72,845,014.14 -1,912,781.60 不适用

研发费用 23,591,481.34 52,596,141.25 -55.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620,963,440.03 24,086,920,146.43 -47.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3,044,191.77 -1,136,383,617.7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34,215,533.06 -19,032,229,837.96 不适用

研发支出 51,910,983.98 132,606,945.82 -60.8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销售渠道调整及产品结构变化。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结构变化及根据新收入准则调整运输

费至主营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本期茅台酒市场投入费用减少及根据新收入准则调整运输

费至主营业务成本。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职工薪酬费用、商标许可使用费、原料基地费等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商业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计入“管理费用” 科目的研发支出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分配现金股利增加。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公司研发项目减少。

3.3�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按产品档次 按销售渠道 按地区分部

茅台酒 系列酒 直销 批发 国内 国外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 3,926,121.00 465,043.41 515,274.24 3,875,890.17 4,281,023.63 110,140.78

3.4�经销商情况

单位：个

区域名称 报告期末经销商数量 年初至报告期末增加数量 年初至报告期末减少数量

国内 2051 1 327

国外 105

注：为进一步优化营销网络布局，提升经销商整体实力，公司对部分酱香系列酒经销商进行了调整，报告

期内增加酱香系列酒经销商1家，减少酱香系列酒经销商293家。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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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十节 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2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

计的变更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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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卫东

2020年 7�月 27�日

证券简称：贵州茅台 证券代码：

600519

编号：临

2020－030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

2020

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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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6月30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派专人送达或传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的通知。2020年7月27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开展“中国茅台·国之栋梁” 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公益助学活动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出资1.05亿元开展2020年“中国茅台·国之栋梁” 希

望工程圆梦行动公益助学活动。 其中，1亿元用于公益助学捐赠，500万元作为活动管理等经费。

（三）《关于向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捐款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向贵州省孔学堂发展基金会捐款2,000万元。

（四）《关于支付虹桥国际经济论坛钻石会员年费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支付虹桥国际经济论坛钻石会员年费200万元。

特此公告。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9日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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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锆业 股票代码 002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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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刚 赵超

办公地址

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凯撒工业园珠

津一街3号楼3层

广东省汕头市珠津工业区凯撒工业园珠

津一街3号楼3层

电话 0754-85510311 0754-85510311

电子信箱 xg@orientzr.com zhaochao@orientz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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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298,008.81 227,238,042.95 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7,457,938.60 7,379,006.88 -743.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4,447,755.91 4,817,852.47 -1,02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79,564.14 37,293,437.94 -69.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1 -9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1 -9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4% 0.46%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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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139,397.01 2,219,626,103.24 3.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1,285,568.21 850,555,446.75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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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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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

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6% 97,210,818 0

陈潮钿 境内自然人 10.85% 67,350,000 50,625,000 质押 67,321,600

青岛国信金融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8% 14,755,120 0

冯建华 境内自然人 1.43% 8,900,000 0

金华市穗丰农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8,550,000 0

金华市农业生

产资料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 7,579,000 0

金华市裕华棉

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3% 6,400,000 0

宋凤毅 境内自然人 0.91% 5,624,200 0

蒋一翔 境内自然人 0.81% 5,050,000 0

何琳 境内自然人 0.75% 4,650,16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金华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旗下控制金华市穗丰农资有限公司和金华市裕华棉

茧有限公司，同时金华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二股东为金华市农合联投资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 金华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金华市穗丰农资有限公司和金华市裕

华棉茧有限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股东金华市穗丰农资有限公司通过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18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8,550,000股；；公司

股东金华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50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579,000股；公司股东宋

凤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550,

000股，合计持有公司5,624,200�股;公司股东蒋一翔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05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 5,

05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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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和主要产品及应用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东方锆业是专业从事锆及锆系列制品的研发、生产

和经营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产品包括锆矿砂、硅酸锆、氯氧化锆、电熔锆、二氧化锆、复合氧化锆、氧化锆

陶瓷结构件及海绵锆八大系列共一百多个品种规格；应用领域涵盖核电能源、特种陶瓷、生物陶瓷、光通讯器

件、固体燃料电池、航天领域、电子陶瓷、人造宝石、陶瓷色釉料、高级耐火材料等诸多新材料、新工业行业。 公

司向汕头市国富锆钛实业有限公司租赁重矿物分选厂，用于加工锆中矿。

公司20年来一直秉承着“做强做大，做精做细” 的发展策略，不断延伸、拓展产业链，完善产业链，利用自

身的技术优势持续的深耕细作，充分发挥在“锆” 制备方面掌握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的优势，持续不断的进行

“锆” 的研发，结合国内外市场形势，逐步进行小试、中试和产业化，不断形成产品梯队，打造国际一流的“锆”

平台以此保证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目前已形成五大独立的规模化生产基地，分别是汕头总部的氧化锆结构陶

瓷生产基地、总部盐鸿厂区的复合氧化锆和硅酸锆生产基地、广东省韶关市的乐昌子公司（乐昌东锆新材料

有限公司）的高纯氯氧化锆和高纯二氧化锆生产基地、湖南省耒阳子公司（耒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电

熔锆生产基地、辽宁省朝阳市的朝阳子公司（朝阳东锆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海绵锆生产基地等。 截至目前，公

司成为国内锆行业中技术领先、规模居前，最具核心竞争力和综合竞争力的知名企业，更是全球锆产品品种最

齐全的制造商之一，主要产品如下：

上游产品：锆矿砂作为锆行业的起点，锆产业链的源头，其质量、品位直接影响到下游产品的品质、制造成

本。 优质的矿砂资源不仅保证了下游产品的优劣，而且保证了其下游产品较低的原料成本。 国内的锆矿资源

较为贫瘠，生产所需的矿砂主要来自国外，公司一直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优质锆矿，为后续产业链环节奠

定良好基础，提供坚实的质量保障，同时彰显公司在行业中的龙头地位。

中游产品：硅酸锆主要用于玻璃添加剂、卫生洁具、墙地砖等陶瓷用釉料；电熔锆主要用于陶瓷色釉料、耐

火材料、锆化工、玻璃、冶金、铸造、电子元器件以及生产工业级海绵锆；氯氧化锆为绝大多数锆化合物的基础

材料，应用于纺织、皮革、橡胶添加剂、金属表面处理剂、涂料干燥剂、耐火材料、陶瓷、催化剂、防火剂等；二氧

化锆应用于精密陶瓷、电子元器件、玻璃添加剂、陶瓷色釉料、人造宝石、耐火材料、抛光材料等；复合氧化锆适

用于制造各类结构陶瓷、电子陶瓷、生物陶瓷、光通讯器件、机械部件、切削工具、陶瓷手表配件、氧传感器以及

固体燃料电池等。

下游产品：氧化锆结构件主要包括人造宝石、陶瓷刀具、陶瓷光纤、陶瓷手表、氧化锆特种陶瓷阀门、陶瓷

磨介、固体氧燃料电池、智能手机背板等；工业级海绵锆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冶金电子、合金添加剂、耐腐蚀

设备、吸气剂等；核级海绵锆主要运用于核电站的核反应堆中，作为核燃料的包壳、格架、端塞和其它堆芯材

料。

（二）公司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国内经济坚持稳中求进，在“变” 与“稳” 中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国制造2025” 中指出，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

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并相继出台了包括《新材料产业“十三

五” 发展规划》等一系列产业政策。 为此，公司增加了对下游行业高品质氧化锆产品的需求，在巩固原有产品

线的基础上，大力拓展新的业务领域，在改进原有产品生产技术的同时，积极开展对下游消费级应用的研发，

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锆制品，把结构陶瓷作为拳头产品，把氧化锆陶瓷手机背板、研磨微珠、外科植入物用氧

化锆陶瓷作为未来发展方向，改善公司产品结构，提高公司技术壁垒和产品核心竞争力。 预计未来新型应用

领域将不断增强，将带动产业驶入快速发展阶段。 同时，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不

断提高，带动了消费产业、产品的不断升级，也将带动着公司产品销售均价和数量的稳步上升，不断提高公司

的利润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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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许刚

二零二零年七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67

证券简称：东方锆业 公告编号：

2020-071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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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7月17日以专人送达、邮件和传真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0年7月28日下午15:30在公司行政

办公室会议室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成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许刚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20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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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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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7月28日在公司行政办公室会议室

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7月17日以通讯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拥军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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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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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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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华 峰 氨 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