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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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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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迈科技 股票代码

00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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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聪颖 李静

办公地址 山东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

2069

号 山东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

2069

号

电话

0536-2361002 0536-2361002

电子信箱

himile_zqb@himile.com himile_zqb@himi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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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853,623.03 1,235,035,428.22 1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0,989,862.87 366,208,269.98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9,456,827.98 358,654,949.73 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0,065,832.60 484,579,094.12 -4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637 0.4578 1.29%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637 0.4578 1.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27% 11.73%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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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9,384,245.31 3,917,663,362.74 7.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95,860,078.55 3,526,657,639.1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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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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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恭运 境内自然人

29.92% 239,396,200 179,547,150

柳胜军 境内自然人

13.48% 107,845,021 80,883,764

刘霞 境内自然人

6.72% 53,797,500 0

冯民堂 境内自然人

6.35% 50,797,500 0

质押

17,000,000

徐华兵 境内自然人

4.04% 32,311,200 0

质押

3,650,000

泰康人寿保险

有限责任公

司

－

投连

－

创新

动力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9% 13,536,205 0

张光磊 境内自然人

1.61% 12,847,200 9,635,400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7% 9,395,406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96% 7,676,200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

赤子之心成长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4% 6,709,57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公司上述无限售条件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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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轮胎行业形势跌宕起伏。针对上游行业现状，公司对外积极开拓新兴市场，深耕细作；对内提效率、抓管

理，提升竞争力，上半年轮胎模具业务整体稳中有增。零部件加工与铸造业务在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同时积极开发新客户、新

产品，争取新的增长点，上半年两项业务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7,985.36万元，同比增长19.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098.99万元，同比增

长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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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恭运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95� � �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2017-015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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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

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17年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

席9人。全体高管及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恭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董事会全体成员认为《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提名张恭运先生、张岩先生、单既强先生、张伟先生、宫耀宇先生、邱宪路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提名肖金明先生、王新宇先生、王传铸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由以上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已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相关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表决。

三、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7年9月15日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刊登在2017

年8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恭运先生：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88年6月至1995年2月，曾任职高密市锻压机床厂工程师、技术科长、生产科长、副厂长；

1995年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曾参与公司轮胎模专用电火花成型机床、轮胎模专用数控刻字机床等系列专用数控设备的研发，

是中国橡胶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橡协机械模具分会理事长；先后荣获 “潍坊人民勋章”“潍坊市企业文化领军人物” “山

东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富民兴鲁劳动奖章”“中国橡胶机械行业时代精英奖”“中国橡胶工业行业发展贡献奖”“全国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等荣誉称号。

张恭运先生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39,396,2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张岩先生：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博士、工商管理硕士，清华大学学士。2007年4月加入本公司，曾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爆胎稳向器项目

开发。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张岩先生曾就职美国Fisher� Scientific，ESP� 私募投资基金，任商业开发部高级经理、高级投资咨

询师。曾创建 Answer911.com� Inc.和Elite�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Inc.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和总裁等职务。

张岩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341,4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单既强先生：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2000年3月加入本公司，先后从事技术、管理等岗位，曾任销售部部长、模具事业部部长，现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负责公司销售和财务工作。市科技创业人才、橡胶模具及制造装备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曾任

职潍坊环太平洋通讯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单既强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3,247,8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伟先生：

大学专科学历， 2000年加入本公司，历任公司研发部部长、机床事业部部长、模具事业部部长，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负责精铸铝模具项目部和研发中心。是全国模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传统产业创新类）。曾任职于

高密锻压机床厂，潍坊环太平洋通信电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伟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219,4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宫耀宇先生：

大学本科学历，工程师。2000年加入本公司，先后从事技术、管理等岗位，历任公司产品研发部部长、机床事业部部长，模

具事业部部长，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主要负责公司募投项目之一铸造业务的管理工作。曾任职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重

机分厂助理工程师，山东高密锻压机床厂工程师。

宫耀宇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3,247,8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邱宪路先生：

2000年加入本公司，一直从事模具销售工作，历任模具销售经理、销售部部长等岗位。主要负责公司的市场开发及维护工

作，以及国内外分子公司的筹建和管理。曾任高密金马橡胶集团销售处长。

邱宪路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555,4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肖金明先生：

山东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政治文明与宪政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中国人权研究会、宪法学研究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法学会副会长、行

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高院、省检察院法制咨询委员、法律咨询专家。长期从事宪法学、行政法

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在人大制度、依法行政、司法改革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治理与社会法治发展方面的

学术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肖金明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新宇先生：

拥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执业证书。曾任教济南职业学院，任职山东正源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项目经理、部门经理，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副总经理。现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伙人、山东分所所

长。在资本市场运作以及企业财务审计、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管理咨询、税务咨询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王新宇先生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传铸先生：

青岛泰凯英轮胎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级工程师，国内轮胎技术专家。2006年获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山东“盛和塾” 发

起人之一，青岛卡内基卡友会副会长，《橡胶技术与装备》杂志编委，青岛市民营企业协会理事。曾荣获威海市“十大杰出青

年” 、“全国青年创新创效先进个人”等称号。王传铸先生从事轮胎专业研发20余年，牵头研发的高铁建设运梁机、提梁机专

用轮胎研究项目属于国际首创性的科技项目，长期致力于轮胎方面的技术研发与科技创新，在工程机械轮胎领域研究成果

显著。

王传铸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11,0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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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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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

或传真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17年8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柳胜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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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柳胜军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同意将上

述候选人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上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

代表监事王钦峰先生、杜平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按照公司《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设有两名职工代表监事。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7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柳胜军先生：

大学专科学历，公司创始人之一。1995年至今，先后负责过生产、研发、采购、审计等工作，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潍坊市

“富民兴潍”劳动奖章、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农民工” 称号获得者。曾任职高密梳棉机配件厂车间主任，

高密市汽车配件厂技术员。

柳胜军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7,845,021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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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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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已届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一致同意选举王钦峰先生、杜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

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王钦峰先生：

1995年至今就职于本公司，历任公司生产、技术、管理等多个岗位。获得电火花取丝锥机床、轮胎模专用数控测量仪等多

项专利，是山东省首席技师、泰山产业领军人才———产业技能类、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获得者，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公司电火花科研小组组长。

王钦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98,2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杜平先生：

大学本科学历，曾任职山东新立克塑胶有限公司、四川电力建设三公司；2005年7月加入本公司，从事技术工作。曾参与筹

建精铸铝项目部，负责PCR轮胎模具相关工艺及技术的研发及管理工作，其中对铝镁合金轮胎模具花纹圈低压铸造工艺技

术研究，荣获潍坊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现任公司精铸铝技术部部长，总工程师。

杜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2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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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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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2017年9月15日

（周五）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7年9月15日（周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9月14日至9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9月15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9月14日下午15:00至2017年9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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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5、股权登记日：2017年9月8日

6、出席对象：

（1）于2017年9月8日（周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山东省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2069号，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00�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1�选举张恭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张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单既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张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宫耀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邱宪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0�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1�选举肖金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选举王新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选举王传铸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柳胜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上述议案经公司2017年8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刊登在2017年8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适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应选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其中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

事的表决分别进行。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

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于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同时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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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投票提案

1.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

6

）人

1.01

非独立董事张恭运

√

1.02

非独立董事张岩

√

1.03

非独立董事单既强

√

1.04

非独立董事张伟

√

1.05

非独立董事宫耀宇

√

1.06

非独立董事邱宪路

√

2.00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

3

）人

2.01

独立董事肖金明

√

2.02

独立董事王新宇

√

2.03

独立董事王传铸

√

非累积投票提案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四、 会议登记等事项

1. 登记方式：直接登记，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需持有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登记；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需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需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和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需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9月11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30至16:30）

3. 登记地点：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4.� �联系人：姚聪颖 李静；

联系电话：0536-2361002� � � �传真：0536-2361536

联系地址：山东省高密市密水科技工业园豪迈路2069号

邮政编码：261500

5.�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 参加网络投票的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

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95。

2.�投票简称：豪迈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

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

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

投

X1

票

X1

票

对候选人

B

投

X2

票

X2

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 选举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2.00，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7年9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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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7年9月15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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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2017年9月15日召开的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若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则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

愿表决。

委托人名称：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

6

）人

1.01

非独立董事张恭运

√

1.02

非独立董事张岩

√

1.03

非独立董事单既强

√

1.04

非独立董事张伟

√

1.05

非独立董事宫耀宇

√

1.06

非独立董事邱宪路

√

2.00

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

3

）人

2.01

独立董事肖金明

√

2.02

独立董事王新宇

√

2.03

独立董事王传铸

√

非累积投票提案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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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氏集团 股票代码

00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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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海晏 王婉芳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科园大道

66

号 广西南宁市科园大道

66

号

电话

0771-3211086 0771-3211086

电子信箱

hsryhhy@126.com hsryhhy@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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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0,046,527.91 1,100,315,102.24 -1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169,865.93 100,943,445.23 -1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5,087,015.25 97,956,476.15 -23.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4,015,339.93 32,574,215.48 1,263.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065 0.1205 -11.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065 0.1205 -11.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1% 3.83%

减少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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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8,349,421.39 5,202,450,932.08 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81,246,642.71 2,736,463,256.38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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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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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嘉棣 境内自然人

31.40% 263,023,388 197,267,541

质押

108,820,000

李建国 境内自然人

8.03% 67,280,000 67,280,000

冻结

67,280,000

宗剑 境内自然人

4.00% 33,518,371 33,183,090

质押

32,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工

银瑞信互联网

加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 27,057,494 0

徐蕾蕾 境内自然人

2.78% 23,289,817 23,279,863

质押

23,270,000

华扬联众数字

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9% 8,291,570 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工银瑞信

稳健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0% 7,556,085 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工银瑞信

创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0% 5,027,532 0

安徽兴皖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5% 3,798,808 0

王静 境内自然人

0.38% 3,187,7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

、公司控股股东黄嘉棣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

、工银瑞信互联网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工银瑞信稳健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工银瑞信创新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不详，也未知其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静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187,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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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始终围绕年度经营目标，发挥品牌及核心产品优势，以各板块间协同发展为着力点，优化和整合资源、深

化渠道网络、强化企业管理，乳制品、影视文化、信息服务三位一体运行管理机制不断完善，公司生产经营总体平稳运行。

（1）推进各项主营业务的深入发展，确保完成年度经营规划

报告期内，公司乳业板块继续推进聚焦打造“大单品”的销售策略，以核心大单品为载体，加快市场网络的构建，提升公

司产品的覆盖面，进展积极。但由于受到原辅材料、包材等大幅涨价的影响，致使乳业板块利润率有所下降。

影视文化板块仍着力于精品IP的培育、开发和转化，重点打造网台联动及先网后台的精品大剧。《云巅之上》首创“先网

后台”的模式，在中央电视台或多家省台黄金时段播出的《御姐归来》、《荡寇》等均取得不错的收视反响。公司参投的热门

IP青春商战时装剧《你和我的倾城时光》也将成为2018年值得期待的精品大剧。

报告期内部分剧目的进展情况：

序号 剧名 目前进度 备注

1

御姐归来 发行 导演田少波，主演安以轩、朱一龙

2

毒战 后期制作 导演陈建，主演林江国、林源、刘丛丹

3

万家姻缘 （如果， 爱） 拍摄 导演张哲书，主演张柏芝、吴建豪

4

玫瑰与饼干 后期制作 导演大威，主演经超、彭心晨

5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拍摄 导演张峰，主演赵丽颖、金瀚

2017年下半年公司计划投资的电视剧，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剧名

开拍时间

/

发行时间

/

合作方式 制作进度 拟聘请主要演职人员

计划时间 计划时间

1

毒战

2016

年第四季度

2017

年第三季度 投资制作 发行

导演陈建，主演林江国、

林源、刘丛丹

2

万家姻缘 （如果， 爱）

2017

年第二季度

2017

年第四季度 联合投资 发行

导演张哲书，主演张柏芝、

吴建豪

3

玫瑰与饼干

2017

年第二季度

2017

年第四季度 联合投资 发行

导演大威，主演经超、

彭心晨

4

你和我的倾城时光

2017

年第二季度

2017

年第四季度 联合投资 发行

导演张峰，主演赵丽颖、

金瀚

5

北宫

2017

年第四季度

2018

年第二季度 联合投资 拍摄 导演张峰，主演曹曦文

6

烽火白衣

2017

年第四季度

2018

年 联合投资 拍摄 导演康洪雷，编剧段勇

7

平行流浪

2017

年第四季度

2018

年 联合投资 拍摄 导演杨磊，编剧徐兵

信息服务各项业务稳步上升，其中，智能云客服业务（呼叫中心业务）由银行这一单一服务对象转型为面向金融、互联

网、通信业、电子商务、公共事业、现代物流等多行业齐头并进的业务结构，客服座席台数大幅提升，业务发展迅速。此外，公

司持续完善信息服务业的布局，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筑望科技100%股权项目启动，此项收购完成后，筑望科技与完美在线将

可在研发、服务内容的整合及优化、客户导流等方面形成良好的资源整合、互补和业务延展。

（2）扩宽融资渠道，申请可转债助力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募集资金拟投资于华南、来宾、遵义三个乳制品生产厂、上游牧场奶源和下游

渠道终端建设，有利于公司抓住乳业市场的良好发展机遇，扩大生产规模、引入更为先进的生产设备，提升智能化、自动化及

绿色节能新技术，保持和巩固公司在行业中的区域优势地位，持续打造华南第一乳企品牌的发展战略；同时基于完美在线呼

叫中心业务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还将全面扩建升级企业呼叫中心，进一步提高公司该项业务的

综合技术水平，推动公司在信息服务领域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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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适用于2016年5月1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本

公司执行该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

1

）将上期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

加”项目。

税金及附加

（

2

）将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

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项目重分类至“税金及附

加”项目，

2016

年

5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

调增税金及附加上期金额

964,812.10

元，调减管理费

用上期金额

964,812.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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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2月23日，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云南皇氏来思尔乳业有限公司在洱源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洱源鑫盛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本公司自洱源鑫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6年12月21日， 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广西新皇传媒有限公司在南宁市设立一家控股子公司广西视铁传媒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500万元，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765万元，其他少数股东认缴出资人民币735万元。该公司自2017

年初开展经营业务，本公司自广西视铁传媒有限公司开展经营业务开始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3）2017年3月17日，本公司之子公司浙江完美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山东省滨州市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山东北嘉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本公司自山东北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4）2017年6月7日，本公司在钦州市设立一家控股子公司广西皇氏创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其中本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510万元，其他少数股东认缴出资人民币490万元。本公司自广西皇氏创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设

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嘉棣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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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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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8月21日，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以书面及传真方式于2017年8月10日发出。应参加会议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黄嘉

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7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

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业

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骄阳” ）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

支行申请的人民币5,000万元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式为：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最高额保证合

同》生效之日起至《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担保范围为《最高额综合授信

合同》项下盛世骄阳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含复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本次担保事项的批准权限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登载于2017年8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的《皇

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提供保证担保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3,000万元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及银行融资的合理规划，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营运资金的需求，经研究：

1．同意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超过13,000万元，期限为1年，按实际融

资需求分笔申请用信，用于生产经营资金周转等，以销售货款作为还款来源。

2．上述授信为企业信用。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29� � �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17–052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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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8月21日，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以书面方式于2017年8月10日发出。应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石爱萍女士主

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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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7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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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2017年半年度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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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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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7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徐蕾蕾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1722号）核准，公司向徐蕾蕾发行11,085,649股股份、向银河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发行3,594,988股股份、向

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发行2,961,275股股份、向华扬联众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发行2,961,275股股份、向安徽兴皖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发行2,155,808股股份、向史振生发行1,105,011股股份、向磐霖盛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

1,077,904股股份及支付现金123,030,000元购买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骄阳” ）100%股权；核准公

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236,187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暨公司2014年度、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后，

公司向不超过10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由不超过9,236,187股调整为不超过 25,854,781� 股，发行价格由原来的不

低于23.75元/股调整为不低于8.47元/股。

根据交易方案，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已向特定的7名投资者以10.05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了21,790,049股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总额为218,989,992.45元，在扣除相关发行与承销费用12,500,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06,489,992.45元。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瑞华验字[2015]48050006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配套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二）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20,423.00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为4.51万元；2017年

半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为0.30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0,423.0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为4.81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17

年5月16日将节余募集资金230.81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1．

募集资金总额

21,899.00

减：发行费用

1,250.00

2．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20,649.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81

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金对价

12,000.00

支付法律顾问费

120.00

向盛世骄阳增资

8,000.00

支付史振生所持有盛世骄阳

0.39%

股权

303.00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30.81

3．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15年4月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2015年4月23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修订后的《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募集资金管理与监

督等进行了详细严格的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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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公司收购盛世骄阳100%股权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于1个专用银行账户，并于2015年

10月9日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

与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签订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确保用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由于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公司于2017年5月16日办理了募集资金专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宁分行营业部账号

63010154500003795的注销手续。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17年半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2017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的情况。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2017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7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半年度，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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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半年度，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230.81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的净额）用于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使用的情况。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7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其他使用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7年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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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半年度，公司已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1-6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649.0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0,423.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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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告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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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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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盛世骄阳

100%

股权 否

20,649.00 20,649.00 0.00 20,423.00 98.91%

不适用

4,592.26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0,649.00 20,649.00 0.00 20,423.00 - - 4,592.26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合 计

20,649.00 20,649.00 0.00 20,423.00 - 4,592.26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

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不适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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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盛世骄阳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业务提供保证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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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骄阳” ）

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申请的人民币5,000万元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式为：最高额保证

担保，担保期限为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

日止。

2017年8月2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议案》。

本次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9年7月31日

3．注册地点：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后街77号1号楼1-201房间

4．法定代表人：徐蕾蕾

5．注册资本：人民币8,686.66万元

6．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承办展览展示；版权代理；动漫设计；计算机技术推广服务；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电影摄制；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电影摄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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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截止2017年6月30日，版权质押金额为149,754,353.48元

（数据未经审计）。

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数据未经审计）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数据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39,823,910.70 1,125,912,463.78

负债总额

613,901,934.61 645,885,348.1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000.00 235,75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612,528,934.61 597,947,847.38

净资产

525,921,976.09 480,027,115.65

2017

年

1-6

月

（数据未经审计）

2016

年度

（数据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9,767,976.98 419,239,953.64

净利润

45,894,860.44 90,641,662.49

9．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盛世骄阳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盛世骄阳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人：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3．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4．保证担保范围：《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盛世骄阳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含复息、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5．担保期限：自《最高额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

日止。

6．该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7．反担保情况：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事项。

以上担保协议尚未正式签署，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盛世骄阳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根据盛世骄阳

的资产和经营状况，其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盛世骄阳提

供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被担保方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主要为解决其业务扩展的资金需求，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防

范风险，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造成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综上所述，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已公告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84,836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31.00%； 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57,585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04%。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子公司已公告的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84,750万元（含本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30.97%； 公司对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57,499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1.01%。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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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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