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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1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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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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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鸣纸业

股票代码

000488

晨鸣B 200488

晨鸣优01 140003

晨鸣优02 140004

晨鸣优03 140005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晨鸣纸业 股票代码 01812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公司的中文名称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中文简称 晨鸣纸业

公司的外文名称（如有） SHANDONG��CHENMING��PAPER��HOLDINGS��LIMITED

公司的外文名称缩写（如有） SCPH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陈洪国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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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9,805,

765.86

13,348,648,

113.70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6,326,

703.48

509,795,

572.29

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67,882,116.23

303,144,

996.21

-77.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27,033,

784.68

2,699,770,

891.69

-13.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 0.013 29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 0.013 29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0.21% 增加0.6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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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34,079,

672.06

97,958,909,

935.15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907,632,

671.76

25,169,743,

863.75

-1.04%

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数据说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扣除永续债孳生的利息和优先股发放及已经宣告发放股利的影响。在计算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财务指标时， 将永续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的孳生利息人民币96,734,246.58元和在2020年已发放和宣告发放的

优先股股息人民币270,776,073.42元扣除。

3、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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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60（其中A股88,863户，B股19,834户，

H股363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持股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 股

比例

报告期末持有

的普通股数量

报告

期内

增减

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普通股数

量

持有

无限

售条

件的

普通

股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晨鸣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4.93

%

445,396,128 质押

322,

700,

000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2.51

%

373,325,625

161,

750

晨鸣控股（香

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2.20

%

364,131,56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02% 60,206,850

陈洪国 境内自然人 1.04% 31,080,044

20,

000,

000

28,310,033

2,

770,

011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9% 23,434,111

10,

195,

648

VANGUARD�

TOTAL�

INTERNA-

TIONAL�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9% 14,603,170

1,

988,

00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境外法人 0.44% 13,121,946

209,

589

陈穗强 境内自然人 0.43% 12,800,000

1,

789,

800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八组合

其他 0.42% 12,633,902

9,

427,

6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境外法人股东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国有法人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股东陈洪国为晨鸣控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除此

之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说明：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于2020年6月28日出具了 《验资报告》， 审验了公司截至

2020年6月23日止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认购出资情况， 认定公

司总股本变为2,984,208,200股。

2020年7月15日，授予被激励人员的79,600,000股限制性股票发行上市，陈洪

国先生持股数量变为31,080,044股。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445,396,128 人民币普通股 445,396,128

HKSCC�NOMINEES�LIMITED 373,325,625 境内上市外资股 373,325,625

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364,131,563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0,717,563

境外上市外资股 153,414,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0,206,850 人民币普通股 60,206,85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434,111 人民币普通股 23,434,111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INDEX�FUND

14,603,17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603,17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INDEX�FUND

13,121,94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121,946

陈穗强 1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12,633,902 人民币普通股 12,633,90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1106组合 10,679,175 人民币普通股 10,679,17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

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

股股东和前10名普通

股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外法人股东晨鸣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为国有法人股东晨鸣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

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445,396,128�股人民币普通股， 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402,196,

128�股，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3,200,000�股；

陈穗强持有12,800,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其中普通账户持有 0�股，通过信用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12,8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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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 8

持5%以上优先股股份的股东或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优先股比

例

报告期末持

优先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义本中

兴投资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78%

12,500,

000

0 质押

12,500,

000

交银国际信

托 有 限 公

司 － 汇 利

167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22.44%

10,100,

000

0

交银国际信

托 有 限 公

司 － 汇 利

136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14.22% 6,400,000 0

齐鲁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齐鲁银

行泉心理财

系列

其他 13.33% 6,000,000 0

恒丰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11% 5,000,000 0

上海示捷商

务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59% 3,867,000 2,867,000

利得资本管

理 有 限 公

司－利得资

本－利得盈

1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51% 680,000 680,000

利得资本管

理 有 限 公

司－利得资

本－利得盈

2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01% 453,000 453,000

所持优先股

在除股息分

配和剩余财

产分配以外

的其他条款

上具有不同

设置的说明

（注4）

无

前 10 名 优

先股股东之

间，前10名

优先股股东

与 前 10 名

普通股股东

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人的

说明

上述优先股股东“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利167号单一资金信托” 与“交银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汇利136号单一资金信托”属于一致行动人；“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利得资本－利得盈1

号资产管理计划” 与“利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利得资本－利得盈2号资产管理计划” 属于一致

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优先股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上述优先股股东与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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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

额（万

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

17晨债01 112570 2017年08月17日 2022年08月21日 9,000

7.28

%

按年付息，到期

支付本金及最

后一期利息。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18晨债01 112641 2018年03月29日 2023年04月02日 35,000

7.60

%

按年付息,到期

支付本金及最

后一期利息。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网上发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网下发行：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A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

况

18晨债01于2019年4月2日完成债券回售部分的本息兑付，并于报告期内完成本期债

券转售， 转售数量为3,500,000张， 转售平均价格为100元/张，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20年2月19日、2月11日、2月25日、2月28日、3月31日、4月30日及6月1日披露的相

关公告。

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

权条款、 可交换条款等特殊条款

的， 报告期内相关条款的执行情

况（如适用）

17晨债01及18晨债01均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

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3年的票面利率和第4年末调整后1年

的票面利率；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

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

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流动比率 82.81% 85.30% -2.49%

资产负债率 73.49% 73.11% 0.38%

速动比率 72.80% 76.24% -3.4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75 2.20 2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上述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同比变动超过30%的主要原因：

√适用□不适用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增加2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利息费用同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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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报告期，受疫情的影响，造纸行业受到较大冲击，随着国外疫情的爆发使得海外纸制品需求受到抑制，加之国内市场纸张需求自疫情

以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主要纸种价格下行压力大，整个造纸行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

公司子公司武汉晨鸣、黄冈晨鸣位于疫情中心区，停产抗疫给公司整体业绩带来一定影响。 但是公司其他主要生产基地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基本实现满负荷生产，浆纸一体化优势逐步显现，上半年公司各项经营指标较去年均有所增长，其中：完成纸浆产量166万

吨、机制纸产量275万吨，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59.70%、27.90%；实现营业收入136亿元，同比增长1.88%；实现净利润5.16亿元，较去年同

期稳中有升。

下半年，随着疫情进一步控制，经济形势逐步恢复活力，市场需求逐步恢复正常，公司主要纸种价格将稳步提升，加之木浆市场价格

逐步回升，公司浆纸平衡的核心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公司的业绩将伴随国家经济的回暖、市场行情的复苏而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3,599,805,

765.86

13,348,648,

113.70

1.88%

营业成本

10,185,300,

033.31

9,754,097,

799.82

4.42%

销售费用 652,742,420.35 590,584,957.47 10.52% 报告期内运输费用同比增加。

管理费用 491,987,245.33 562,417,399.25 -12.52% 报告期内折旧费用同比减少。

研发费用 548,557,146.89 431,483,716.06 27.13%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研发投入力

度。

财务费用

1,346,217,

562.46

1,516,848,

723.80

-11.25% 报告期内公司利息费用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7,033,

784.68

2,699,770,

891.69

-13.81%

报告期内租赁公司净回收同比减

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823,534.32

-2,094,526,

965.30

104.53%

去年同期公司支付南粤银行股权

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94,384,

197.10

-780,976,

710.04

-296.22% 报告期内公司压缩债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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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减少2家，为青岛晨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寿光晨鸣工业物流有限公司；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2家，为晨鸣（海

外）有限公司、晨鸣（新加坡）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488 200488

证券简称： 晨鸣纸业 晨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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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股代码：

140005

优先股简称：晨鸣优

03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优先股

股东参与

2019

年度剩余利润分配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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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已经公司2020年6月19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优先股股东参与2019年度剩余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方案公告如下：

一、优先股股东参与2019年度剩余利润分配的方案

按照《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优先股股东可以与普通股股东共同参与发行当年实现的剩余利润50%的分配，

2019年度分配基数为6.10亿元。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优先股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2019�年末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股数1,162,790,698股

（每3.87元模拟折合1股）为基数，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优先股股东派发浮动现金红利人

民币174,418,604.70元，即优先股股东每股优先股（每股面值100元）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87元（含税）。

自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实施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定向增发A股79,600,000股。 依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金额固定不变” 原则，公司优先股利润

分派方案调整如下：以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股数1,178,010,472股（每3.82元模拟折合1股）为基数【注1】，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后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65828元（含税）【注2】，优先股股东派发浮动现金红利人民币172,676,073.42元，即优先股股东每股优

先股（每股面值100元）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837246元（含税）【注3】。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的约定；①本次可参与2019年度剩余利润分配的优先股股东为全体晨鸣优先股股东；②

公司实施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定向增发79,600,000股A股，并于2020年7月15日上市。优先股模拟转股价格由3.87�元/股调

整为3.82元/股。 故：

注1：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股数=晨鸣优先股股数×每股面值÷模拟转股价=45,000,000股×100元/股÷3.82元/股=1,178,010,

472股。

注2：晨鸣优先股模拟折算普通股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金额=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金额=1.465828元（含税）。

注3：晨鸣优先股股东参与2019年度剩余利润分配的现金红利为1,178,010,472股×1.465828元/10股=172,676,073.42元，即优先

股股东每股优先股（每股面值100元）派发现金红利金额=172,676,073.42元÷45,000,000股=3.837246元/股（含税）。

二、派息具体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0年8月17日

2、除息日：2020年8月18日

3、派息日：2020年8月18日

三、发行对象

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可参与2019年度剩余利润分配的优先股股东为全体晨鸣优先股股东。

发放对象为截至2020年8月1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晨鸣优先

股股东。

四、派发方式

全体晨鸣优先股股东参与2019年度剩余利润分配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划入其指定账户。

五、扣税情况

全体晨鸣优先股股东每股优先股（每股面值100元）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3.837246元（含税）。

根据国家税法的有关规定：

（1）对于持有晨鸣优先股的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股息所得税由其

自行缴纳，每股实际发放现金股息人民币3.837246元。

（2）其他持有晨鸣优先股股东股息所得税的缴纳，根据相关规定执行。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徐中清

咨询电话：0536-2158008

咨询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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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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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于2020年6月19日经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2020年6月20日发布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以及2020年6月19日发布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上的相关公告。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普通股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普通股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9年末普通股总股本（A股、B股）2,376,302,950股

为基数，向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实施2020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定向增发A股79,600,000股，公司普

通股总股本（A股、B股）变更为2,455,902,95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金额固定不变” 原则，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派方案每股分红金额调整如下：以公司最新总股本（A股、B股）2,

455,902,950股为基数，向普通股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465828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H股股东的分红派息实施不适用本公告。

二、本次实施的A股、B股股东利润分配

公司2019年度A股、B股股东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的普通股总股本（A股、B股）2,455,902,9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A

股、B股）每10股派1.465828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A股QFII、RQFII、境外战略投资者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1.319245元；持有非首发前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

1.465828元，股权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a；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

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B股非居民企业投资者、持有限售股份的个人扣税

后每10股派现金1.319245元，持有无限售股份的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1.465828元，股权登记

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93166元；持

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46583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特别说明：由于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纳红利所得税。

B股股东现金红利以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决议后第一个工作日（2020年6月22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0.9144）折合港币兑付。 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按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分红派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8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8月18日。

2、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0年8月17日，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8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8月18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1、 截止2020年8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

东。

2、截止2020年8月20日（最后交易日为8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8月18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0年8月2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B股股东在2020年8月20日办理了转

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299 晨鸣控股有限公司

2 00*****149 陈洪国

3 00*****552 李雪芹

4 00*****587 李峰

5 02*****119 陈亮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8月7日至登记日：2020年8月17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于2020年8月31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

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公司可协助其与主管税务机关沟通返还所扣税款。

七、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徐中清

咨询电话：0536-2158008

咨询传真：0536-2158977

咨询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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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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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30日以书面、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

事，会议于2020年8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形成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黄冈晨鸣建设二期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要求和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的决定，基于公司战略发展规

划，公司将控股子公司黄冈晨鸣浆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冈晨鸣” ）项目产业发展规划调整为浆纸一体化项目，与黄冈市人民政府签

订《黄冈晨鸣二期项目建设协议书》。 黄冈晨鸣二期项目计划总投资128亿元，拟建设4条年产150万吨纸生产线（包含文化纸、白卡纸等

品种，该项目全部采用原生浆造纸）、配套建设年产52万吨机械浆生产线、污水处理、热电联产项目及码头等。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及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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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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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召开

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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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

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8月27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时间：2020年8月27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A股股权登记日/B股最后交易日：2020年8月19日（星期三）。 B�股股东应在2020年8月19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

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止2020年8月19日（B股最后交易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B股全体股

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股东名册登记的公司H股股东（根据香港有关要求发送通知、公告），不适用本通知。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及相关机构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黄冈晨鸣建设二期项目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于2020年8月1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在 2020年8月11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以及2020年8月10日载于香

港联交所网站（http://www.hkex.com.hk）上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黄冈晨鸣建设二期项目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①法人股股东代表人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和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回执进行登记。

②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表

人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办

理登记手续。

③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

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 有关股票的投票权

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 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和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办理登记手续。

前述股东大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和其他授权文件须在股东大会举行前24小时送达公司证券投资部，方为有效。

公司股东可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时间：拟出席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须于股东大会召开前24小时办理登记手续。

3、登记地点：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五、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六、其他事项

1、预计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公司办公地址：山东省寿光市农圣东街2199号 邮 编：262705

3、联系方式： 0536-2158008� � � �传 真：0536-2158977

邮箱：chenmmingpaper@163.com

4、联系人：徐中清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一：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附件二：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

附件一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 股 量 股东代码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

（章）

年 月 日

注：上述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

出席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黄冈晨鸣建设二期项目的议案 √

注：1、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 任意一项方框内划“√” 号，作出投票指示。

2、如委托人未作出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法人股东委托须加盖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488” ，投票简称为“晨鸣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8月27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

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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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欧股份 股票代码 00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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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利明 宋且未

办公地址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900号东方国际

元中大厦A栋13楼

上海市普陀区中山北路2900号东方国际

元中大厦A栋13楼

电话 021-60158601 021-60158601

电子信箱 sec@leogroup.cn sec@leogro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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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6,292,309.29 6,978,594,253.90 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1,541,243.46 226,286,025.50 1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42,382,299.37 130,321,589.94 8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3,423,736.19 466,126,612.40 -15.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4% 3.04%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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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2,993,116.65 13,322,567,347.52 -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64,523,917.89 8,132,631,498.70 4.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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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2020年上半年，面对国内外疫情肆虐以及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在董事会和管理层的领导下，公司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大幅提升。

（一）盈利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3.56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4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62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15.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5.99%。 公司经营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如下：

1、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受疫情影响，公司制造业板块春节复工时间较往年有所推迟。但公司积极做好相关的防控措施，破解用工困境 ，抢占复工先机。 公司

近年来持续推进生产系统的智能化改造，对公司快速复工复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疫情初期，公司数字营销业务主要实行居家办公，不影响业务的正常开展。 受疫情的影响，用户在家娱乐时间同比大幅增加，视听娱

乐需求从线下转移至线上，从而催生短视频行业流量激增。 获益于2019年打下的良好基础，2020年春节期间利欧数字旗下万圣伟业及聚

胜万合在抖音/巨量引擎上的投放量同比增长超300%。 微创时代在快手的投放量更是取得巨大增长。 2020年上半年，公司数字营销板块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近10%。

2、费用管控成效显著

公司通过业务整合，不断优化人员结构,在组织效率提高的同时，有效降低了员工数量。 2020年上半年，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2,

832万元，下降幅度达15.19%。

公司积极拓展水泵产品线上销售的模式，疫情期间公司销售收入得到保证，而差旅费、展览费及业务宣传费等销售相关的费用明显

减少。另外，公司数字营销板块通过主动调整业务策略和客户结构，销售回款逾期率下降，新增诉讼纠纷减少，相关费用也明显下降。2020

年上半年，公司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7,066.76万元，下降幅度达33.33%。

本报告期， 公司完成可转债的赎回工作以及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185,951.26万元及后续产生的利息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随着上述工作的完成，公司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和可转债利息摊销大幅减少，财务费用由上年同期的4,068.95万元

降为本报告期739.46万元，下降幅度达81.83%。

3、其他影响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落实“聚焦主业，做精做强，全面提升增长质量”的经营思想，在保持适度增长速度的基础上，致力于资产质量和

盈利能力的提升。 公司通过调整结算政策、应收款催收等措施，本报告期计提的坏账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1,593万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为进一步履行公司的社会责任，为防控新冠疫情做出应有的贡献，公司全资成立了浙江利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生产口罩等防护物资。 2020年上半年，公司口罩业务贡献净利润1,600多万元。

（二）资产质量分析

1、资金充足，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

本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272,299.31万元，净资产846,452.39万元，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资产负债率由上年末的38.94%降为本

报告期末的33.44%。本报告期，公司资产负债率、EBITDA利息保障倍数等指标持续改善，公司的偿债能力进一步增强。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为15.81亿元，资金储备充足。

2、现金流持续改善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9,342.37万元。 通过调整结算政策、应收款清收等措施，报告期内，公司的现金流状况自

2019年以来持续改善，保障了公司业务运营正常资金周转，进一步降低了经营风险。

3、应收账款余额降低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有所增长，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略有减少，较2019年6月底下降16.94%。

（三）运营情况介绍

1、数字营销板块

（1）行业情况

2020年，新冠肺炎来势汹汹，全球经济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就数字营销行业而言，此次疫情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受疫情影响，消费

行业出现业绩不同程度下滑，大部分广告主为增加销量提升业绩，调整了销售模式，将实体渠道在线下销售的商品向线上化转型，数字化

和电商化一时间成为企业着力的方向。 其中，直播带货、在线直播课程等方式成为网络媒体的主流，短视频营销迎来高速增长。

5G时代的到来，带给人们的不只是网速上的感受，新的广告形式将提供更强的经济势能。疫情推动了数字化时代进程，从当前实际应

用场景而言，5G已经在无人零售、无人驾驶、远程医疗等方面发挥作用，并建立起一种新的服务方式。 同时，通过5G技术，用户使用AI对长

视频、短视频消费更加自如，可沉浸的视频互动广告将实现突破性进展。 传播速度倍增的形势下，户外创新多场景广告，可以展现超高清、

逼真、体验式广告影像。

（2）业务布局

针对行业内细分市场的变化，利欧数字把握市场趋势和热点，已率先实现在短视频、信息流和社交电商领域全链路的布局，通过媒介

与内容两个维度，持续发力今日头条及旗下抖音、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以及快手和淘宝直播等，业务辐射站内内容投放、明星及网红内

容全域传播、站内资源位栏目输出、达人和品牌直播与短视频拍摄、社交电商及新零售互动、IP资源整合、小程序搭建等，不断借由自身的

布局，进一步扩大MCN的有力作用，丰富大众线上娱乐内容与信息需求的同时，赋能品牌保持与目标消费群建立有效沟通，为品牌与商家

持续输入流量。

2020年上半年度，利欧数字继续发力短视频营销，保持了行业领先地位。 2020年上半年，在字节跳动（巨量引擎）业务投放量为38亿

元，在快手的业务投放量超过4亿元。 在社交电商领域，利欧数字旗下“火星仓”布局了电商内容营销服务模式，将站内直播、短视频等内

容与站外social及数字媒体应用相结合，并在公司内部搭建15个直播间，形成1+N的服务模式，建立人、货、场的一体化模式。 公司上半年

在营业收入保持稳步增长的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利润增长点，利欧数字将借由既有业务需求，独家孵化或签约潜力资源，创造更多人才资

产并积极商业变现，以提升额外高溢价和利润。 另外，公司已在重庆打造短视频基地，为网红、直播、短视频的布局与发展实现更体系化、

高效性、集中式的运作与管理。

此外，响应政策的号召，利欧创佰汇开展“一县一品工程”以探索新的商业生态模式，完成直播经济和销售网络的构架；通过建立并拥

有品牌资产，实现差别化经营而创造新的价值体系，带动县镇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3）未来努力方向

随着技术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这些创新技术，亟待在营销广告领域被定义和诠释。 如何用好科技这把利器，实现营销

升级，是今天广告公司都在思考的问题。 公司希望技术创新可以推动精准营销的投放效率推升，实现个性化、定制化创意文案的自动化投

放，增强数字营销领域的数据合规使用，提升广告交易透明度，推动数据资产确权、广告效果的激励机制改革，以及完善广告交易诚信体

系和广告市场监管。

公司成立了产品研发中心，聚拢行业顶尖的人才，制定了数字营销的未来五年规划，增强大数据加工与应用和程序化广告交易平台

的技术研发和运营能力。 在不断加强现有营销技术优势的同时，积极投入人力、财力、物力尝试将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成果应

用到数字营销的各个方面，并与学术科研机构、行业领先公司等合作探索数字营销的新应用。

2、制造业板块

（1）市场推广

本报告期，公司积极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和疫情的负面冲击，在巩固现有国内外市场的基础上，优化及加大在阿里巴巴、Facebook、

YouTube等网络平台的推广，提高LEO品牌宣传力度及经销商对LEO产品的认同度。另外，公司充分发挥在数字营销领域的优势，为公司

水泵产品探索新的销售模式，提升产品的市场认知度。

（2）技术创新

公司持续不断的在新技术的开发、生产工艺改进等方面寻求突破，积极探索和开发紧跟技术前沿,兼顾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3）持续发力水利工程建设领域

2020年3月26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水利保障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新闻发布会透出的信息表明：重大水利工程是保障国家水

安全的重要基础设施，也是国家基础设施补短板的重要领域。 国家十分重视，地方非常积极，参建各方共同努力，目前进展十分顺利，在建

规模超过了1万亿元。新冠肺炎疫情对重大水利工程的冲击是暂时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总体态势是好的。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

好，企业特别是生产企业全面复工复产，一些制约复工复产的因素、堵点和断点问题逐步得到解决，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进度明显加快。 随

着一批重大水利工程的陆续启动开工，更多有效资金参与项目建设，不仅有利于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更将会拉动一系列相关产业及

企业发展。 公司的工业泵产品作为大型水利工程、引水工程等应用领域的国内市场领先品牌，将在水利建设项目拉动下迎来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公司参与并中标了引江济淮工程安徽段（合同金额7,700余万元）、引江济淮工程河南段（合同金额3,400万元）、浙江南排

工程嘉兴南台头项目（合同金额3,299万元）、浙江省重点水利项目浙东引水工程重要组成部分姚江上游西排工程（合同金额6,360万

元）、福建石狮水头项目（合同金额2,693万元）等一大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泵站建设。

3、投资业务板块

投资业务是公司除数字营销、机械制造两大业务板块之外的另一大业务板块，三驾马车齐头并进，驱动利欧集团快速、健康发展。

公司秉持价值投资的理念，积极探索新兴产业投资方向，耐心培育被投企业，与企业共同成长。 公司已建立和培养了专业的内部投资

管理团队，广泛开展与外部专业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建立了信息共享、合作投资的机制。

公司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投资范围涵盖公司产业链上下游及周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在努力获取投资收益的同时，与现有的

产业形成协同发展态势。 公司先后投资了一批优秀的企业，如，公司上市初期，投资浙江大农，进入清洗和植保机械行业；2015年投资异乡

好居、碧橙电商，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并导入急需的互联网流量，促进其快速成长；基于介入新流量入口，公司于2016年和2017年合计出资

4.5亿元人民币投资理想汽车；公司投资新风光，则是基于公司对其公司和行业发展前景的充分了解。除上述投资外，公司还投资了一大批

具备发展潜力的企业。

随着被投资企业的快速成长，公司早期投资项目渐渐进入收获期。部分企业已成功进入或即将进入资本市场。 公司投资的理想汽车，

已于2020年7月底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目前公司持有的理想汽车股票价值较投资成本已有巨大的增值；新风光已于今年6月份申请科创

板IPO，并已获上交所受理；碧橙电商已启动创业板上市辅导。 另外，公司投资的浙江大农、异乡好居，目前也在筹备A股上市工作。

虽然公司投资的部分企业发展未达预期，但瑕不掩瑜，公司前期的投资预计能给公司带来大量的投资收益。

未来，公司继续发挥产业链和资金优势，发挥与外部专业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探索新兴产业投资方向，争取为公司带来更多的

投资机会，获取更多的投资收益，从而实现公司“机械制造+数字营销+投资”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发展的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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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情况详见2020年半年度报告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之“六、 合并范围的变更” 。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相荣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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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通知，并通过电

话进行确认，于2020年8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8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相荣先生主持召开。 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8月11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0-082）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8月1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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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0年8月10日在浙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到3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仁勇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的规定，报告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数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

与会监事认为，该报告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半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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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合作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欧股份”或“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平潭久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潭久

吾” ）、参股公司温岭民营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民投” ）与杨雪郝晶签署了《财产份额协议转让书》等相关文件，杨雪郝晶将

以人民币1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深圳市清松晟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清松晟睿” ）28%的合伙企业份额（未实缴出资）

转让给平潭久吾；以1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清松晟睿12%的合伙企业份额（未实缴出资）转让给温民投。 转让完成后，平潭久吾将作为有

限合伙人占清松晟睿28%的合伙份额；温民投作为有限合伙人占清松晟睿12%的合伙份额。

此外，平潭久吾与沈阳七星财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星财富” ）签署了《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等相关文件，七星财富以人民

币1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深圳市清松博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清松博安” ）70.18%的合伙企业份额（未实缴出资）转

让给平潭久吾。 转让完成后，平潭久吾将作为有限合伙人占清松博安70.18%的合伙份额。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制度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长的审批权限内。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二、协议相关主体的基本情况

A．深圳市清松晟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转让方情况

转让方名称：杨雪郝晶

身份证号码：620402199411******

关联关系：该自然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合作方相关情况

（1）浙江清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1.60%的合伙企业份额，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浙江清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YYAN8J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D0127

法定代表人：杨雪郝晶

成立时间：2017年4月10日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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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清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浙江清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码为P1063549。

（2）平潭久吾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28.00%的合伙企业份额，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平潭久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33J5C92L

住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3201

法定代表人：王暑冰

成立时间：2020年1月14日

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以上均不含金融、证券、保险、期货等需审批的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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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关系：平潭久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天津仁爱蓄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8.00%的合伙企业份额，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天津仁爱蓄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6WQJT67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975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1-1-1313（天津互贸通商务秘书服务有限公司托管第170

号）

法定代表人：纪旭

注册资本：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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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仁爱蓄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4）温岭民营企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12.00%的合伙企业份额，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温岭民营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1MA29YUTJ6M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城东街道万昌中路806号青商大厦2202室

法定代表人：黄辉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资产管理（以上两项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

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外）、企业管理咨询、其他社会经济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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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温岭市汇英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温民投19%的股权。 除此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温民投股权，公司董监高不在温民投担任任何职务。

（5）其余两名自然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分别任认缴48%和2.40%的合伙企业份额。 上述两名自然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B．深圳市清松博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转让方情况

转让方名称：沈阳七星财富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123132767615

住所：沈阳市东陵区营盘北街3号310室

法定代表人：张宇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业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咨询；房地产经纪；室内外保洁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会议

礼仪的策划和咨询；停车场管理；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陶瓷制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水暖器材、机械设备、机电设

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床上用品、酒店宾馆用品、化妆品、玩具、文教办公用品、体育用品、工艺品、食品、日用百货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

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翻译服务、摄影服务、票务代理服务、会务服务、礼仪服务、展览展示服务；公关活动组织策划、企业营销策

划；室内装饰工程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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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星财富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合作方相关情况

（1）浙江清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0.04%的合伙企业份额。

（2）平潭久吾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70.18%的合伙企业份额。

（3）其余一名自然人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29.78%的合伙企业份额。 该名自然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5%以上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作模式

A．深圳市清松晟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暂定为人民币12,500万元；

2、合伙期限为：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以营业执照记载的设立日为准）起至交割日后满5年之日止（“经营期限” ），其中自交割日后

前3年为合伙企业的投资期（“投资期” ）。 尽管有前述约定，普通合伙人可在前述期限届满后延长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2次，每次1年。

3、浙江清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

债务承担责任。

4、公司全资子公司平潭久吾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的出资额为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28.00%，为人民币3,500万元；公司参股公司温民

投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的出资额为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12%，为人民币1,500万元。

5、由浙江清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合伙企业投融资工作。

B．深圳市清松博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合伙企业的认缴出资总额暂定为人民币2,351万元；

2、合伙期限为：自合伙企业成立之日（以营业执照记载的设立日为准）起至交割日后满5年之日止（“经营期限” ），其中自交割日后

前3年为合伙企业的投资期（“投资期” ）。 尽管有前述约定，普通合伙人可在前述期限届满后延长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2次，每次1年。

3、浙江清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的

债务承担责任。

4、公司全资子公司平潭久吾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的出资额为合伙企业出资总额的70.18%，为人民币1,650万元。

5、由浙江清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合伙企业投融资工作。

四、投资方向及项目

合伙企业将投资于生物医药领域的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肿瘤免疫和自身免疫疾病治疗领域的创新药研发、 新型医

药、新型诊断工具、基因编辑、新型基因和细胞药物研发等。 合伙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投资策略完成对目标公司的投资和投资退出，普通合

伙人有权经其自主、合理判断，决定合伙企业的投资、退出和相关资金的使用、回流是否属于对目标公司进行投资和投资退出的情形。

为实现合伙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普通合伙人可决定将待投资、待分配及费用备付的现金在商业合理原则之下用于临时投资。 临时投

资应以存放银行、购买国债或其他固定收益类、银行理财类产品或普通合伙人合理决定的其他安全的方式进行。

五、经营管理模式

1、合伙企业的具体投资将由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管理。 执行事务合伙人将负责合伙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包括投资项目筛选、

立项、组织实施、投资后监督管理及投资项目退出等工作；

2、执行事务合伙人将建立投后管理制度，按照与目标公司达成的投资协议的约定对目标公司进行监督并防范投资风险，从保障有限

合伙人利益的角度做出投资退出的决定。

六、损益分配方式

1、费用和损益分配原则

1.1合伙企业的收益分别按照如下比例进行分配：

1）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及临时投资产生的可供分配现金，按照约定进行分配。

2）就源于特定合伙人的地方财政补贴收入（即因特定合伙人享受的特定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而获得的地方财政补贴，如有）的可分配

现金，由普通合伙人基于公平合理原则在产生该等地方财政补贴的来源的合伙人之间进行分配。

3）就普通合伙人确定不再使用的实缴出资额，应按照各合伙人届时的实缴出资额中实际未被使用的金额向相应的合伙人进行分配。

4）合伙企业取得的其他收益，按照本协议的明确约定分配，如本协议未作明确约定，则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按实缴出资比例或普通合

伙人合理决定的其他比例分配。

1.2�合伙费用以合伙企业的财产支付。 与项目投资直接相关的合伙费用，在参与该项目投资的合伙人之间根据其投资成本分摊比例

分担；管理费按照约定由合伙人分别承担；其他合伙费用在所有合伙人之间按其实缴出资比例分担。

1.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因项目投资导致的合伙企业的亏损在各合伙人之间按其投资成本分摊比例分担，合伙企业的其他亏损和债务

由所有合伙人根据认缴出资比例分担。

1.4�合伙企业存续期内，因投资退出、中止、终止、调整、撤回、解除而回收的资金和临时投资收入在本协议允许的范围内继续使用；按

照本条重复使用的资金不视为可分配现金。

2、现金分配

2.1合伙企业经营期间，项目投资、临时投资产生的现金不可再用于项目投资，应由合伙企业取得后在合理时间内进行分配，但本协议

另有约定的除外。 具体分配时间和分配方案的确认应由普通合伙人决定。

2.2就合伙企业因项目投资取得的可供分配现金， 应当首先在各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对该等项目投资的投资成本分摊比例进行初步划

分； 合伙企业因临时投资取得的可供分配现金原则上按照产生该等收入的资金的来源在相应合伙人之间按照其占该等资金的实缴出资

比例进行初步划分（如若不可区分，则按照各合伙人届时对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额按比例进行划分）。 按此划分归属于普通合伙人的部

分应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归属于各有限合伙人的部分应按如下原则和顺序进一步进行分配：

1）首先，返还成本：百分之一百（10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其根据本项取得的累计分配金额及未使用的实缴出资额之和（包

括返还或者未返还给有限合伙人部分）等于其届时的累计实缴出资额；

2）然后，收益分配：如有余额，且届时合伙企业累计的投资收益带来的总体年化投资收益率未达到百分之八（8%）（单利），则百分

之一百（10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如届时合伙企业累计的投资收益带来的总体年化投资收益率达到或超过百分之八（8%）（单利），

则应对届时根据已分配和拟分配的可供分配现金进行整体核算，以使得已分配和拟分配资金合计金额的百分之八十（80%）归属于该有

限合伙人，百分之二十（20%）归属于普通合伙人。为免疑义，该等年化投资收益率以分配时各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为基数，按照自合

伙企业交割日起至合伙企业向各有限合伙人发出分配通知之日所对应的期间，对各次分配的金额，按照时间加权进行计算。

七、其他说明

1、公司不存在以下情况：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内。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合伙企业份额的认购，亦未在合伙企业中任职。

八、本次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与对公司的影响

2020年以来，公司的财务投资主要偏重于Pre-IPO项目，投资目的是通过公司所投资的标的公司实现IPO并上市后获取投资收益。 本

次投资的两个项目也是出于此目的。 本次投资短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2、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的标的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将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面临投资效

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的风险。

若发生上述风险将导致投资失败或亏损，从而影响公司本次交易的投资收益，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该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

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结合市场经济环境，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的运作情况，公司将借助专业人员的经验与资源，通过与共同投资人共担风险，减少投

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投资失败或亏损的风险，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九、备查文件

1、《财产转让协议书（杨雪郝晶）》等相关文件

2、《财产转让协议书（七星财富）》等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1日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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