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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0143

公司简称：金发科技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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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科技 600143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宁凯军 曹思颖

电话 020-66818881 020-66818881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

33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33

号

电子信箱 kjning@kingfa.com caosiying@king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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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04,722,787.39 29,169,654,922.14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2,693,827,586.18 10,539,525,443.93 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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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7,147,581.07 1,039,210,178.03 466.50

营业收入 16,930,072,692.15 12,342,134,336.36 3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11,717,883.34 509,584,573.50 37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85,362,252.30 374,865,135.08 53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25 4.99 增加15.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71 0.1914 389.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71 0.1914 3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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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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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志敏

境内自然

人

19.83 510,380,393 0 质押 255,190,197

熊海涛

境内自然

人

8.40 216,241,359 0 无

李南京

境内自然

人

3.53 90,769,754 0 无

宋子明

境内自然

人

2.76 70,928,880 0 质押 20,300,000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度员工持股计划

境内非 国

有法人

2.75 70,766,436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8 68,880,813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0 56,573,900 0 无

夏世勇

境内自然

人

2.10 54,006,609 0 无

熊玲瑶

境内自然

人

1.75 45,000,200 0 无

深圳市明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明达12期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1.30 33,558,624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熊海涛女士与熊玲瑶女士系姑侄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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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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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成品（不含贸易品）销量117.45万吨，同比增长58.48%，其中原有业务（不包

含轻烃及氢能源板块） 实现产成品销量71.39万吨， 同比增加11.55%。 轻烃及氢能源板块实现产成品销量

46.06万吨。

（一）改性塑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改性塑料板块实现产成品销量61.91万吨，同比增加9.51%。

车用材料：2020年1-6月，公司车用改性材料完成了18.20万吨销量。 公司在气味控制，高性能增强聚丙烯

材料、防污抗菌内饰材料、微发泡材料、挤出吹塑用聚酰胺材料、雷达透波和屏蔽材料等方面进行重点攻关，

通过配方和工艺的结合，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2020年上半年，公司汽车领域新立项产品开发项目达到990多

项，累计产品开发项目突破1600项，其中合资及外资主机厂的项目比例超过半数。 上半年完成主机厂材料认

可70余项，涉及到众多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为后续获取更多的项目定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在北美和欧洲地区的工程塑料类车用材料开拓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在国内主机厂的功能件和结构

件应用也取得了量产突破，盈利能力逐渐提升。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公司在特斯拉、比亚迪、蔚来汽车、小鹏汽

车等主机厂材料认可、项目开发和项目定点等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部分项目已进入稳定量产状态。

公司将持续强化与重点主机厂和零部件供应商的联合开发和联合创新能力，以新材料为依托，与上下游

协同合作，形成材料研发，零件设计和开发，成型和应用评价一体的覆盖范围更广的整体化技术解决方案能

力，进一步提升公司车用材料的核心竞争力。

家电材料：在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新产品的推广速度，先后实现了超韧ABS材料、低噪音空调材料、智

能家电透红外材料和高性能增强PP材料的落地应用，并实现了良好的收益。 同时，公司加大了在新技术上的

研发投入，在自清洁技术整体方案、高等级阻燃技术、低介电材料技术和耐烧蚀陶瓷化技术上均取得了较大

突破，为公司家电材料领域的业绩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电子电气材料：2020年上半年，公司电子电气材料紧跟电子电气行业薄壁化、高性能、长期服役稳定、可

循环低碳排放等发展趋势。 公司完成红磷阻燃尼龙0.25mm超薄黄卡升级，无卤阻燃PC/ABS户外认证，多种

材料的ULE认证等，在行业内建立起技术门槛。 同时针对不同领域的应用特点，积极推进材料的高性能化，如

辐照交联尼龙、快速成型低翘曲阻燃增强PET，高性能阻燃聚酯合金，成型性优异的高介电低损耗的PPE等新

产品。 在材料高性能的基础上确保环境安全和服役稳定，通过多项技术集成，不断实现应用突破，如食品接触

耐水解PBT实现无双酚A耐蒸煮应用，半透明高耐油PC材料扩展了应用局限性，耐环境腐蚀增强尼龙突破了

传统行业中对材料选择的局限，高灼热丝无卤阻燃PC合金符合北美和澳洲等环境物质和安规的双重要求，高

性能PPS产品实现整机疲劳测试后不变形不开裂的精密成型要求等，不断的通过技术革新助推电子电气领域

材料迭代，实现更高的结构件功能，助力电子电气行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电子材料：2020年上半年，国家提出加大“新基建” 投资力度，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

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等。其中，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

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将支撑未来2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而5G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公司也组

建了对应的“新基建” 项目团队，不断深入研究“新基建” 给公司带来的发展机会。

“新基建” 中5G先行。 围绕5G基站“减重” 、“透波” 、“耐候” 等痛点，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

高透波的天线罩材料、代替金属振子的塑胶振子专用料等，在5G市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上半年5G基站相关

材料销售超过2000吨。

围绕5G网络，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也得到迅速发展，公司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在数据中心的服务

器、散热模块、智能家电、互联网企业硬件化等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在高速散热风扇、智能音箱、家居机

器人、5G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新领域形成了超过5000吨销量。

熔喷材料：2020年上半年国内外疫情发生后，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和市场需求，迅速进行科研攻关和

技术调整，利用自身在改性领域的核心优势，短期内向市场推出了熔喷聚丙烯材料。 此外，公司还集中技术力

量在驻极母粒上进行技术攻关，开发了性能优异、品质稳定的驻极母粒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熔喷材料共销售

10.32万吨。

（二）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完全生物降解塑料在国内外市场销售稳中有升， 产品实现销量3.14万吨， 同比增长

49.28%。 客户需求稳定并持续增长，国内颁布了限制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政策，使降解塑料的市场需求进

一步增加，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销量。

针对各国对塑料污染研究的不断深入，公司持续优化完全生物降解聚酯合成技术，开发的产品已广泛应用

于购物袋、食品包装、饮食餐具、包裹袋等日常消费领域。 针对国内农用地膜白色污染日益严峻的状况，公司不

断完善核心技术和改进配方，开发的完全生物降解地膜产品已在国内部分地区应用，可以彻底根治农用残膜带

来的问题，为农业可持续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针对国内不断增长的垃圾产出量，公司持续进行

厨余垃圾堆肥试验，自主开发的“UTVGORE膜覆盖好氧堆肥系统”为厨余垃圾后处理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发和投入，公司建立了完全生物降解塑料从开发到工业化生产的完整流程，目前拥有

生物降解聚酯合成产能6万吨，并配有专业生物降解塑料改性生产线，产品涵盖PBAT、PBS、PLA树脂及相关

改性材料，全面覆盖了当前生物降解塑料的主流应用，能够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完全生物降解塑料产品。 随着

国内外市场的发展， 公司正加紧建设新产能和开发新的生物降解塑料以应用于更多领域。 目前在建6万吨

PBAT生产线进展顺利，预计新建产能将于2021年投产。

（三）特种工程塑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特种工程塑料产品实现销售4,405.94吨，比去年同期增长33.33%，其中，LCP销量984.81吨，同

比增加50.10%。虽然汽车零部件等应用对材料的需求量相应减少，但家用办公设备需求增长带来连接器应用

大幅增加，同时在防疫物资生产设备上的应用也初见成效，因而总体上销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对于LED照明和显示应用，其高质量发展趋势愈加明显，促使所用封装材料持续升级换代。 公司顺应这

一发展趋势，推出了可长期使用的耐高温尼龙基LED支架材料，并得到了规模化应用，巩固和延续了在LED

行业的优势地位。 在消费电子应用领域，相关产品不断优化升级，传统连接器上的应用快速增长，在DDR5，

Type-C等新型连接器上得到认可和量产的主流客户持续增多。同时，高性能特种聚酰胺材料在手表、手环等

的结构部件上也得到了批量应用，为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汽车应用领域，高强度、高刚性、良外观半

芳香聚酰胺合金材料和高光免喷涂半芳香聚酰胺材料在空调出风口格栅和边框等部件上的应用不断扩展，

涡轮增压废气执行器用高性能PA6T材料预计在2021年实现订单，汽车管路系统用PA10T材料应用验证持续

进行中，上述新材料有望为公司特种工程塑料的销量带来新突破。

对于5G通信应用领域，公司开发了LCP薄膜专用树脂，已具备量产能力。 自建了LCP薄膜成型试验线进

行成膜技术探索和积累，采购了LCP薄膜产业化设备，预计于2020年第四季度进行安装调试。 对于5G基站天

线振子，公司开发了超低介电损耗LCP材料，在终端设备厂商复合天线振子上进行小批量全流程验证，获得客

户认可。 对于高速背板连接器，不同介电性能的LCP材料在行业标杆企业得到认可并实现了批量使用。

为了满足市场增长需求，公司新的3,000吨/年LCP装置设备安装已基本完成，可如期在2020年8月投产，

届时公司LCP总产能将达到6,000吨。 公司于2017年6月开始的年产10,000吨PA10T/PA6T合成项目， 前期

因土建原因进度延迟，目前土建已基本完成，计划于2020年10月开始设备安装和调试，2021年第二季度投产。

同时，千吨级PPSU/PES中试产业化装置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预计在2020年底投产，届时将成为公司特种工程

塑料产品系列的新成员。

（四）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碳纤维公司实现销售收入3,727.1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61%。

2020年上半年，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紧复工复产，确保了订单交付，尤其是海外客户订单的按

时交付。 上半年国内汽车客户销量下滑，但海外汽车、管道等行业客户的销售大幅度上升，上半年出口业务实

现了三倍的增长。

报告期内，由于工业无人机先后在国内疫情形势严峻时的卫生防疫消杀、疫情趋势向好复工复产时的春

耕播撒与农药喷洒、果业飞防应用出现了大幅增长，公司的无人机用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销售收入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50%。

报告期内，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在高性能碳纤维及复合材料板块，公司确定“聚焦核心行业

及行业核心客户需求“的经营策略，发挥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方面的核心优势，稳步推进高性能复合材料在

汽车功能件深度轻量化、塑料管的柔性增强、国内新基建（新能源、轨道交通、5G等）、冷链物流以及消费电子

的产品升级等方面的创新应用，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影响力。

（五）轻烃及氢能源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轻烃及氢能源板块受到了疫情和国际原油市场波动双重影响，上半年主要产品总销量42.82万

吨，其中销售丙烯30.07万吨、异辛烷11.12万吨、甲乙酮1.63万吨。

公司通过优化生产工艺，调整工艺流程，加强园区合作，制定不同的加工方案，把好质量关，不断提高生

产运行水平， 生产装置运行取得显著进步， 丙烷脱氢装置连续运行时间创2014年开工以来连续运行最高记

录，异辛烷装置运行平稳，产品质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甲乙酮装置水合催化剂运行寿命远超出设计寿命（超

出设计寿命72%），并于6月份顺利完成换剂检修工作。 同时还全力推动节能降耗工作的开展，通过合理化建

议等形式培养“全员成本管理” 的意识，优化操作，增加技改，努力降低加工成本。

在业务端，公司优化岗位设置及发货流程，及时优化各产品的销售策略，建立了公司原料供应商和客户

的资格预审制度，修订了原有的定价流程，扩大了定价的参考面，从库存、行情、成本等多方面因素优化价格。

同时，公司还成功打开丙烯销售的国际市场，为未来丙烯销售“两条腿走路” 奠定了基础。 碳四原料采购范围

也扩大到国际市场，增强异辛烷装置原料供应稳定性。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120万吨/年聚丙烯热塑性弹性体（PTPE）及改性新材料一体化项目” 的建

设，项目已于2020年6月10日正式开工，本项目是公司打通丙烷-丙烯-聚丙烯全产业链的重要一步。

（六）环保高性能再生塑料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国内外疫情对再生塑料循环利用行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和各行业的正常

开工，从二季度开始，公司在通讯光缆、蓄电池、电动汽车、电子电器、海绵城市、建筑模板等相关行业的市场

需求基本恢复正常，并实现销售同比正增长，2020年上半年，公司环保高性能再生塑料实现销量5.60万吨，同

比增长12.45%。

公司可持续发展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公司通过与可口可乐、欧莱雅、联合利华等公司的合作，响应合作

伙伴“在未来3-5年将日化和食品包装材料再生塑料使用比例达到50%” 的要求，将上游回收加工企业的优

质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公司强大的研发平台研发出能达到食品级要求的可持续发展产品———再生HDPE可持

续发展产品，用于吹塑成型日化或饮料瓶或膜的应用中。 上半年再生HDPE产品实现了5000吨的销售，业绩

远超期初预定目标。

同时，公司在生产制造上持续优化设备和工艺，特别是针对可持续发展项目对再生资源前端处理设备和改

性挤出设备在气味、杂质、黑点等方面的特殊要求，在厂房建设改造和工艺装备设计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在提升

可持续发展产品核心技术的同时，加强资源应用研究，增强再生资源对产品的适用性，强化技术开发能力。

公司进一步加强资源开发团队的建设和拓展资源供应的渠道， 在加强与国内大型塑料资源回收集团深

度合作的同时，加大力度开拓海外资源供应渠道，提升战略供应商的品质控制能力和环保意识，增强公司在

循环再生材料资源供应方面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七）医疗健康产品经营情况

公司和防疫相关的大类产品主要有聚乙烯透气膜专用料、聚丙烯熔喷材料、驻极母粒、熔喷布和口罩。 其

中聚乙烯透气膜专用料、聚丙烯熔喷材料、驻极母粒属于改性塑料，归属于改性塑料板块，熔喷布和口罩是公

司改性塑料产品向下游的延伸拓展产品，归属于医疗健康产品板块。

2020年上半年，在国内外疫情持续蔓延和全球供应链面临挑战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装备（口罩、防护服

等）所需非织造布的市场需求急速增长。熔喷布作为口罩的核心过滤层，是生产医用外科口罩与KN95口罩的

重要原料。 公司充分利用自身在改性塑料行业多年积累的技术、设备、工艺和检测认证的经验和优势，结合静

电驻极技术，成功开发了满足KN95、一次性儿童口罩、一次性成人口罩等多个标准要求的高滤效低阻熔喷

布，并利用深层静电驻极处理微纤技术开发出了高油性过滤效率的特殊等级产品，产品满足EN149� FFP2等

标准要求。 同时，公司扩展熔喷布在新风系统、汽车以及个人卫生耗材等领域的应用，为熔喷布业绩持续增长

提供了有力支撑。

与此同时，公司结合国内外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研发，成功开发了个人防护类和医用类口罩。 其中高效低

阻系列产品符合欧盟EN149� FFP2/3性能要求，并取得欧盟CE认证，部分牌号已进入美国FDA� EUA授权清

单。医用防护口罩整体性能达到GB� 19083标准要求。医用平面口罩已完成多项欧美市场需要的产品认证，涉

及的认证标准和等级包括EN14683� TYPE� Ⅰ、Ⅱ和ⅡR等，款式包括耳挂式和绑头式医用口罩。 截至报告期

末，公司口罩类产品共销售3.92亿只，销售区域包括6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公司正在建设灭菌中心，为后续一类、二类乃至三类医疗器械无菌处理做准备，完善医用无菌ISO�

13485体系和ISO� 11135体系认证，旨在打造华南地区示范性综合灭菌中心。 同时加大包括防护服和手套等

相关产品的开发进度，为医疗健康板块的长期稳定发展夯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医疗健康产品共实现营收16.30亿元。

（八）国际化布局情况

在国际化上，公司主要建立了印度金发、美国金发和欧洲金发三个海外基地。

印度金发：2020年上半年由于疫情原因，印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为了防控疫情，当地政府出台了封

城政策，居民消费需求萎靡，企业停产停工，对各企业经营造成了较大的冲击。 印度金发在困境中，积极寻找

突破口，及时获得了政府复工审批，并进行防疫物资生产和销售。 公司熔喷聚丙烯和口罩的生产销售，已全面

拓展，有效支撑公司运营，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保障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改性塑料业务已在逐步恢

复，防疫物资生产和销售业务在逐步增加，未来公司的盈利水平有望恢复到正常状态，并进一步获得提升。 报

告期内，印度金发实现销量20031.47吨，同比下降37.79%。

美国金发：2020年上半年，突发的疫情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特别是北美经济的发展。 美国的疫情持续发

展，而且一直未得到有效控制，下游汽车、电子电器等需求大幅萎缩，工厂停产。 美国金发的订单量在二季度

下降明显，整个上半年下降约30%。 报告期内，美国金发实现销量2362.26吨，同比下降28.42%。 尽管订单量下

降，但整个上半年，美国金发利用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特点，加大了和客户的电话和邮件交流，依然在重点项

目上不断取得突破，有望在下半年实现较快发展。 同时，美国金发充分利用母公司资源，发挥自身北美网络平

台的功能，成功地将不同型号的口罩销售到北美地区。 下半年，美国金发将结合本地的疫情发展情况，持续推

进公司防疫产品的销售，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欧洲金发：报告期内，欧洲金发实现产品销量1840.97吨，同比下降16.32%，主要是受欧洲本地疫情影响，

客户受影响程度较为严重，导致产品销售未达预期。 欧洲金发利用母公司的优势，在欧洲开展防疫物资的销

售，并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动，为抗疫做出努力并提升了自身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欧洲金发顺利通过了重要

客户IKEA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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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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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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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28日以电子

邮件和短信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8月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到董事10人。会议由

董事长袁志敏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2015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董事审议并表决，

一致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全

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明确表示同意。

为充分利用公司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并

且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0亿

元（含10亿元）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进行

现金管理的资金总金额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主要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等级低的现金管理产

品。 任意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实施和办理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现

金管理形式的选择、期限、金额的确定，合同、协议的签署等。 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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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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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科技” 或“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

月28日以电子邮件和短信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8月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

际出席5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叶南飚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金

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2015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经出席会议监事审议并表决，一致形成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

1、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020年修

订）》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20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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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包含的信息能全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

生产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

同意公司在上述有效期内对不超过10亿元的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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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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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有关规定和披露要求，金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2020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2020年4-6月、

吨）

销量（2020年4-6月、吨）

营业收入（2020年4-6月、万

元）

改性塑料 408,137.01 389,586.36 624,327.95

完全生物降解塑料 21,643.49 15,783.14 28,161.78

特种工程塑料 2,365.16 2,575.90 12,002.09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1,139.17 691.47 1,899.62

环保高性能再生塑料 29,275.35 29,668.74 23,567.26

注：

1.完全生物降解塑料数据为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的经营数据；

2.特种工程塑料数据为珠海万通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的经营数据；

3.由于碳纤维及复合材料产品的计量单位较多（如：片、套、块、平方米等），以上数量为折算后的数据；

4.根据国家统计制度中《工业报表统计制度》的相关要求，工业产品生产量包括要销售的商品量和本企

业的自用量。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主要产品

产品销售平均售价（2020年

4-6月）

产品销售平均售价（2019年4-6

月）

变动比例（%）

改性塑料 16,025.41 13,476.39 18.91

完全生物降解塑料 17,842.95 18,094.11 -1.39

特种工程塑料 46,593.77 51,000.99 -8.64

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27,472.27 24,004.24 14.45

环保高性能再生塑料 7,943.47 8,820.12 -9.94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主要原材料

原材料采购平均价格（2020年

4-6月）

原材料采购平均价格（2019年

4-6月）

变动比例（%）

聚烯烃系树脂 7,286.75 8,456.94 -13.84

聚苯乙烯系树脂 8,250.00 10,012.70 -17.60

工程树脂 11,150.24 13,767.10 -19.01

填料 3,680.93 4,092.05 -10.05

助剂 28,930.55 24,030.24 20.39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主要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

况之用。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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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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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管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

●现金管理品种：公司将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主要投资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风险等级低的现金管理产品。

●现金管理期限：任意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并且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受

影响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总金额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 具体情况如下：

一、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一）背景及目的

为充分利用公司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使

股东收益最大化，并且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日常经营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公司拟利用阶段性

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闲置自有资金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

（三）实施主体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四）投资额度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金额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

（五）办理品种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主要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等级低

的现金管理产品。

（六）产品期限

为确保公司资金的安全，任意投资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七）决策程序

根据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授权事项

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情况，全权决定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有关事宜。 董事会同意

授权董事长实施和办理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现金管理形式

的选择、期限、金额的确定，合同、协议的签署等。 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九）信息披露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及时披露现金管理的情况。

二、投资风险和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现金管理产品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产品预期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现金管理所办理的产品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级别低的产品。

2、公司财务部根据自有资金收支测算和现金流情况，针对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投

资产品，提交公司内部流程审批；

3、公司财务部建立产品台账，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风险；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5、内部审计部门按照公司内控管理制度的规定，对购买产品的内部审批流程、风险情况等进行监督审

查，确保资金链运营安全，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要求。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利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对公司资金收支和现金流情况进行合理测算和安排，

并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也不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开展。 本次利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办理现金管理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增加

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使股东收益最大化。

四、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

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且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发展，也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且该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选择适当的时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

风险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现金管理类产品。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使用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履行了必要审批程序， 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公司

在上述有效期内对不超过10亿元的阶段性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公司代码：

688186

公司简称：广大特材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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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四节“经营

情况讨论与分析”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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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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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

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广大特材 688186 /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马静 郭燕

办公地址 张家港市凤凰镇安庆村 张家港市凤凰镇安庆村

电话 0512-55390270 0512-55390270

电子信箱 gd005@zjggdtc.com gd005@zjggdt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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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4,240,897.29 2,457,807,330.42 4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64,141,135.11 1,017,133,480.71 6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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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996,224.35 -173,997,481.56

营业收入 806,288,820.70 902,814,506.49 -10.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9,170,608.17 66,675,787.15 3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095,960.78 56,222,665.29 5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05 7.19 减少1.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4 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4 9.26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3.18 3.53 减少0.3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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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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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含转融通借

出股份的限售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张家港广大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18 44,800,000 44,800,000 44,800,000 无 0

徐卫明 境内自然人 7.31 12,050,000 12,050,000 12,050,000 无 0

徐辉 境内自然人 5.16 8,500,000 8,500,000 8,500,000 无 0

苏州邦达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37 7,200,000 7,200,000 7,200,000 无 0

周奕晓 境内自然人 3.94 6,500,000 6,500,000 6,500,000 无 0

黄路皓 境内自然人 3.94 6,500,000 6,500,000 6,500,000 无 0

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1 4,800,000 4,800,000 4,800,000 无 0

张家港保税区万鼎商务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3 4,500,000 4,500,000 4,500,000 无 0

宁波十月吴巽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49 4,100,000 4,100,000 4,100,000 无 0

马静 境内自然人 1.82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家港广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徐卫明控制的企业，张家港保税

区万鼎商务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实际控制人徐晓辉控制的企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4�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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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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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紧紧围绕既定战略目标，稳步推进“十四五” 规划，重点布局大型海上风电零部件铸

件产品的生产和精加工，从材料端延伸到产品。 一季度因受疫情蔓延及出口环境恶化，公司生产经营受

到一定的不利影响，经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公司自3月底开始全面复工复产，实现了产品的正常生产、交

付，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2020年半年度，受益于海上风电“抢装潮” 及“新基建” 投入加大，公司新能源

风电及轨道交通领域订单饱满，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在手订单合计约122,966.91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628.8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0.69%，主要系2020年一季度因疫

情导致复工复产推迟及出口环境恶化影响，第一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6,970.69万元，其中主

要为外销收入大幅下滑；2020年二季度全面复工复产后， 第二季度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7,

318.12万元。 实现净利润8,917.0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3.74%,主要系公司2020年度根据市场情形适

时调整产品结构，高毛利率的精密机械部件收入占比增加；另，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结构进一步优化，成本

管控较好，净利润率提升。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毛利率为24.67%，较上年同期增长4.78%，公司盈利能力和

核心竞争力增强。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工作开展如下：

1、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制定“十四五” 发展规划即公司2021-2025年中期发展目标。 发展规划中

首次明确将公司定位为“行业领先的高端装备先进基础材料制造商以及高温合金、超强钢、超纯不锈钢

基础材料研发和应用的第一梯队成员” 。 同时，除现有常规板块业务外，将铸铁板块、铸钢板块、高温合

金板块和军工板块列为公司未来五年重点发展方向，并制定各板块五年经营目标。

2、报告期内，公司加速技改项目一期建设进度并于2020年5月实现试生产，保障了大兆瓦（5MW、

6MW、8MW）轮毂、弯头和偏航支座的订单交付需求。 因产品一次成型且质量稳定，公司已与明阳智

能、东方风电等国内大型风电整机厂商形成稳定长期合作关系，订单充足。截止报告期末，技改项目一期

已具备年产10万吨铸造件的生产能力。

3、报告期内，着手启动年产15万吨海上风电高端装备研发制造项目，满足公司大型铸造件精加工需

求。 本项目如顺利实施，公司将实现大型铸件产品批量化生产全工序自主可控，将使得公司具备从特钢

材料、 铸造到精加工的全流程生产能力， 可为大型重工装备客户提供全工序一站式精加工铸件配套服

务。

4、报告期内，公司与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启动铸锻产业的战略混改，经多轮谈判已就

混改路径和主要方式基本达成一致。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相关资产审计、评估工作已基本完成。如顺利

完成混改，合资公司将成为公司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基地，在丰富产品结构，减少运输费用，合格供应商体

系全方位进入东汽主营业务，收入增加等方面都将带来积极影响。

5、报告期内，公司注重新技术和新项目的研发，技术储备充足。新增授权专利7项，其中1项为发明专

利，6项为实用新型专利。 新技术突破方面，航空用GH3625、GH4169高温合金细长型锻材完成细长型高

温合金的均质细晶热成型技术开发，产品已实现小批量供货；石油行业用N07718合金锻件产品已满足

硫化氢环境下应力腐蚀（SSCC和SSRT）要求，开始大批量供货。 新增研发项目7项，主要为变形高温合

金、特种不锈钢及高品质特殊钢连铸技术的工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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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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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财政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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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对原采用的

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要求，公司自本会计年度起即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

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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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186

证券简称：广大特材 公告编号：

2020-021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2020

年半年度存放

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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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对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说明

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1月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8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18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16元， 公司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1,728.80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7,

775.04万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3,953.76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2020年2月4日到

位，到位情况经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5-4

号）。

（二）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2020年1-6月，公司共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38,528,275.53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

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38,528,275.53元（其中：置换先期投入自筹资金人民币0.00元），公司募集资金账

户余额为人民币1,009,373.67

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总额 717,288,000.00

减：发行有关费用 77,750,350.80

募集资金净额 639,537,649.20

减：募投项目支出 279,316,308.41

减：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260,000,000.00

减：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减：手续费支出 773.08

减：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 100,000,000.00

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

加：利息收入 788,805.96

截止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 1,009,373.67

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理财收益待现金管理到期后一次性到账。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的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制定了《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对公司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管等方面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并按照管理制度的规定存放、

使用、管理资金。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储存，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

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进行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

用。 2020年2月3日公司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分别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支

行、江苏张家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张支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前述协议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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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

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使用、管理资金。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存款方式 存款余额

特殊合金材料

扩建项目

张家港广大特材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

张家港支

行

12461000000657298 三方监管 669,661.71

新材料研发中

心

张家港广大特材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张家港支行

1102029029000033901 三方监管 17,042.76

偿还银行贷款

张家港广大特材

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港农村商

业银行西张支

行

8010188802538 三方监管 266,484.20

补充流动资金

张家港广大特材

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张家港支

行

8112001012700523232 三方监管 43,769.95

补充流动资金

张家港广大特材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银行

张家港支

行

51559100000812 三方监管 12,415.05

合计 1,009,373.67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对照表” (见附表1)。

（二）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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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

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及时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0年6月

30日，公司累计使用26,00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年3月3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

定期存款、通知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对该事项均发表

了同意意见。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详见下表：

银行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赎回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苏州分行

慧盈人民币单位结

构 性 存 款 产 品

HY20230813

40,000,000.00 2020/03/17 2020/09/16 否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凤凰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e”（定向）

2017年第3期

50,000,000.00 2020/03/09 2020/09/07 否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凤凰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e”（定向）

2017年第3期

10,000,000.00 2020/03/11 2020/09/08 否

合计 100,000,000.00

（五）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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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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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四、 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

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务，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1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资金总额 71,728.8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931.6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7,9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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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殊

合 金

材 料

扩 建

项目

否

30,

000.00

30,

000.00

30,

000.00

0.00 0.00

-30,

000.00

0.00

2023/

0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新 材

料 研

发 中

心

否

6,

000.00

6,

000.00

6,

000.00

0.00 0.00

-6,

000.00

0.00

2022/

02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 充

流 动

资金

否

10,

000.00

4,

953.76

4,

953.76

4,

952.92

4,952.92 -0.84 99.98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偿 还

银 行

贷款

否

23,

000.00

23,

000.00

23,

000.00

22,

978.71

22,

978.71

-21.29 99.91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69,

000.00

63,

953.76

63,

953.76

27,

931.63

27,

931.63

-36，

022.13

— —

不 适

用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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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年3月3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进度的

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0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

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

见。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26,000.00万元人民币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0年3月3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00万元（包含本数）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

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定期存款、通知

存款、大额存单、协定存款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

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公司独立

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中信建投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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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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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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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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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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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大特材” 或“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

知于2020�年 7月3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20年8月8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

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8月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0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等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关于公司募集资金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8月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

募集资金2020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0-021）。

特此公告。

张家港广大特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