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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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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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欣达 股票代码 00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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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昭和 林春娜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天字圩路288号 浙江省湖州市天字圩路288号

电话 0572-2619935 0572-2619936

电子信箱 lzh@mizuda.net lcn@mizud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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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732,353.05 432,525,342.17 -1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60,958.59 6,675,401.59 -1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050.62 5,631,479.23 -100.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14,131.26 -22,475,997.12 8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8 -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1.22% 下降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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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6,817,533.30 1,088,839,318.92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2,449,553.48 836,588,594.8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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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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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建明 境内自然人 40.55% 43,807,545 35,575,000 质押 42,480,000

周岭松 境内自然人 6.46% 6,977,273 0 质押 4,374,757

鲍凤娇 境内自然人 5.52% 5,965,000 3,015,000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30% 5,728,909 0 质押 5,384,598

湖州美欣达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3,015,000 3,015,000 质押 3,000,000

杭州金宁满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3,015,000 3,015,000

白继红 境内自然人 1.05% 1,132,445 0 质押 601,145

平安深圳企业年金集合计

划－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6% 1,040,502 0

潘玉根 境内自然人 0.74% 803,353 542,515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705,3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单建明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担任公司董事职务，鲍凤娇是

单建明的配偶，单建明对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88.80%，是其控股股

东，上述三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湖州美欣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是由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核心业务团队以及公司关联方美欣

达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等核心人员参与投资设立的合伙企业，潘玉根为公

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除上述股东之间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外，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周岭松在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数为2,302,2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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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营业务是采购面料进行印染后销售，属于纺织工业中的印染子行业。印染作为纺织服装产业链中间环节，为下游

服装制造企业提供面料。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0亿元，较上年同期4.33亿元减少了0.73亿元；实现营业利润666.41万

元，较上年同期的营业利润631.33万元略有增加；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86.10万元，较上年同期的667.54万元

下降了12.2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100.62%，每股收益为0.05元。

印染行业是我国的传统优势行业，但也是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随着美丽中国建设脚步的加快，宏观政策对印染行业的

限制主要体现在节能减排的要求和行业准入门槛的逐步提高。2015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正式实施将

进一步迫使资金实力较弱、生产技术落后、环保条件达不到要求的企业退出竞争，从而为行业龙头企业和高端厂商腾出市场

空间，加快行业由分散结构向中心大企业集中。

2015年，作为印染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公司认为其主营业务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利用自有资金积极实施了前次非公开

发行文件中所披露的各项发展举措，集中资源拟做优做强印染业务：（1）剥离了盈利状况不佳的业务环节，集中资源做优做

强印染主业；（2）积极开展高端印染业务；（3）开拓棉纱贸易，自行采购生产坯布的棉纱；（4）加大对冷堆、液流印染工艺的

投入；（5）加大研发支出；（6）加大环保支出等。2015年，公司通过上述举措改善了经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前次募集资金到

位以后，公司亦积极实施上述各项举措，但是，由于2016年以来印染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经营业绩同比下降较大。

上市公司认为如果仅围绕印染行业开展经营，难以通过现有主业提升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无法给予全体股东良好

稳定的业绩回报。经过深度调研，上市公司决定进行战略转型升级，将集团内优质资产旺能环保置入上市公司，重新优化产业

布局。2016年12月28日，公司披露与浙江旺能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进行重大资产置换事项，上市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从传统行

业转型进入环保领域，迅速提高盈利水平。目前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处于中国证监会二次反馈回复审核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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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修订@企?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知》（财会【2017】15号）的规定和要求，公司于

2017年8月23号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科目，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

此次调整，本报告期“其他收益” 科目金额将增加411,917.70元，“营业利润” 科目金额将增加411,917.70元，“营业外收

入” 科目金额将减少411,917.70元。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利

润总额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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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芮勇

2017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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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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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7年8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7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芮勇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17年8月24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

2017年8月24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二、《关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通知（财会[2017]15� 号）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

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科目，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的

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

此次调整，本报告期“其他收益” 科目金额将增加411,917.70元，“营业利润” 科目金额将增加411,917.70元，“营业外收

入” 科目金额将减少411,917.70元。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利

润总额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企业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

整，符合相关规定，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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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

者权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企业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

整， 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为：本次企业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2017� 年 5� 月 10� 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

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号）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

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 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关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刊登于2017年8月24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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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出，并于2017年8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雪花女士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1.公司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2.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1-6

月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3.在发表本意见之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

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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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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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财会[2017]15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

补助》进行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2017�

年6月12日开始按照前述会计准则执行，对2017� 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2017� 年6

月12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前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2017�年6月12日

2、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为了规范政府补助的确认、计量和列报，财政部 2017年5月10日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的通知》（财会[2017]15号），上述会计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通知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经

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企业应当在“利润

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表“其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

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3、会计政策变更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依据 2006年2� 月15日财政部印发的 《财政部关于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 等 38�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财会

[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执行。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依据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印发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执行。

4、会计政策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7年8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企业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企业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通知（财会[2017]15�号）的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

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科目，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公司日常活动有关的政

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项目重分类至“其他收益”项目。

此次调整，本报告期“其他收益” 科目金额将增加411,917.70元，“营业利润” 科目金额将增加411,917.70元，“营业外收

入” 科目金额将减少411,917.70元。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利

润总额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企业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

合相关规定，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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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是

符合规定的，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企业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2017�年 5�月 10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

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美欣达印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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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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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科股份 股票代码 00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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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兰燕 蔡靓燕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132号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132号

电话 0575-87306601 0575-89005608

电子信箱 zhengquan@shenke.com zhengquan@shen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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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90,355.49 60,594,998.93 1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20,181.82 -11,883,106.21 8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788,179.51 -12,318,017.85 7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885,606.58 48,382,413.62 -6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8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2.23%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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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555,742.08 607,163,560.51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3,032,506.08 515,352,687.90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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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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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全波 境内自然人 28.12% 42,187,466 42,187,466 质押 42,187,466

北京华创易盛

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6% 20,643,750

何建东 境内自然人 13.16% 19,743,784 19,743,784 质押 19,743,784

深圳前海厚润

德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厚润

德小市值三期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4.38% 6,568,800

宗佩民 境内自然人 0.77% 1,152,000

刘卫 境内自然人 0.43% 650,000

詹婉媚 境内自然人 0.31% 472,000

光大兴陇信托

有限责任公

司－光大信

托－和聚1号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0% 449,649

诸暨跨湖家园

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440,000

王桂勇 境内自然人 0.29% 43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何全波和何建东系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2）华创易盛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钟声和任职人员刘明坤目前在何全波及

何建东控制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詹婉媚的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458,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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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上半年，公司按照全年既定的发展目标，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加大市场开发，

狠抓内部管理，严控费用支出，合理安排生产经营，着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经营质量，力

争实现全年扭亏为盈。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889.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6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2.0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0.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51,303.25万元，较上年度末减少0.45%。公司业绩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

报告期内，公司终止了募投项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将该项目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了

新项目“甲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建设。新募投项目研发的产品及技术主要用于民用

及军用船舶、钻井平台等领域，有利于改进现有的技术工艺水平，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实现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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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要求自2017年5月28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于2017

年5月10日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或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

相应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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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建南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6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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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2017

年8月13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7年8月23日（星期三）在浙江省

诸暨市望云路13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何建南先

生主持，应到董事7位，实到董事7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摘要同时刊登于2017年

8月24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报》。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决定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

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和于2017年5月10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的规定和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新会计准

则。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7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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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基本情况：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7

年8月13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7年8月23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

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钱忠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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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该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不存在违规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3、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9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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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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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募集资金2017年1-6月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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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11〕1709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

票2,500万股，发行价每股人民币14.00元，共计募集资金350,000,000.00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

用25,000,000.00元（不含预付承销费7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325,000,000.00元，已由主

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11月16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

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

新增外部费用10,578,156.21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14,421,843.79元。上述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

〔2011〕469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支付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款87,026,282.16元， 以前年度已使用超额募集

资金归还银行借款56,987,295.40元、支付土地款税费及配套费12,059,492.00元以及项目履约保

证金1,309,200.00元，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4,376,628.53

元,以前年度已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31,695,012.85元。

本公司2017年上半年未投入募集资金；2017年上半年已将120,000,000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2017年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23,097.08元。

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87,026,282.16元， 累计已使用超额募集资金70,355,987.40元，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31,695,012.85元，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为4,499,725.61元。

截至2017年6月30日， 募集资金实际存款余额为人民币129,844,286.99元。（包括累计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转出

余额90,0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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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2011年12月15日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

暨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支行、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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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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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1211024029245236335 173,235.20

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募集资金专

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

支行

398759777160 99,354,477.47

年产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

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诸暨支行

7334710182100024201 30,305,966.15

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甲板机械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募集资金专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湖墅支行

571904935910303 7,937.14 超额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33001656335053020592 2,671.03 超额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129,844,286.99

注：上述募集资金余额中包括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转出余额90,000,

000.00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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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2、本期超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314,421,843.79元，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244,170,000.00元，超

额募集资金为70,251,843.79元。本期公司未使用超额募集资金。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已累

计使用超募资金归还银行借款56,987,295.40元，使用超募资金支付土地款、税费及配套费12,

059,492.00元以及项目履约保证金1,309,200.00元，超募资金余额10,608.17元（包括累计收到的

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尚未使用。

3、本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如下：

经2016年6月1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120,

000,0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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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已将上述闲置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使用期限未超过十二个月，并将《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进行了披露（公告编号为

2017-035）。

经2017年6月22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90,000,000.00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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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之日起不

超过十二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笔

募集资金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1、关于终止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的说明

2014年1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滑动轴承生产

线技改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截至2017年6月30日，该项目累

计投入募集资金4,973.03万元，使用该项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169.50万元，该项目

募集资金专户剩余资金为17.32万元 （含尚未支付的设备质保金15.54万元以及累计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关于调整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说明

2014年1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研发场地建设方式的议案》。具体调整方式如下：研发中心大楼由原

先的五层框架结构建筑改为单层厂房设计， 总建筑面积由原先的7,500平方米调整为7,050平

方米，该厂房、试验厂房将联合建造，并与“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2011年12月已更

名为年产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的联合厂房进行连接。

3、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说明

2017年4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受国内外经济整体环境的影响，机械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汽轮机、燃气

轮机、水轮机等行业增速出现明显回落，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判断，轴承行业预期市场消费需

求短期内难以迅速恢复，为避免后续资金的损失，公司拟转投市场需求量旺盛且自身优势明

显的甲板机械行业进行研发，研发的产品及技术主要用在民用及军用船舶、钻井平台等领域。

据此，公司决定终止“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并将该项目扣除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后的剩余募

集资金用于新项目“甲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截至2017年6月30日，“技术研发中

心项目”尚有合同尾款5.12万元未支付。

4、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说明

2017年6月22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受国家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机械行业整体生产规模缩减，生产节奏放缓，轴

承行业的市场发展速度也低于公司预期，终端消费低迷，上游企业亦因此面临订单缩水问题，

市场容量无法满足公司新增产能的需求。在目前持续低迷的市场环境下，为防止出现产能过

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决定先充分利用现有的轴承生产加工能力来满足市场订单

需求，放缓“年产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的实施进度，项目延期后如下：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万元)

计划完成日期 延期后完成日期

年产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 11,989.00 2017-7-31 2018-7-31

小计 11,989.00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如本专项报告三(二)1所述，2014年1月13日，公司终止“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 的实

施，未能按原承诺投资总额实施投资，虽该项目中已结转固定资产的设备可以提高产品的镗、

铣、划线工序等效率，但不具备完整单独生产产品的能力，因此无法单独形成生产能力并单独

核算效益。

如本专项报告三(二)3所述，公司终止了“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将剩余募集资金转投“甲

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截至2017年6月30日，“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的投资进度仅为

32.43%，因此尚未形成生产能力。

如本专项报告三(二)4所述，公司对“年产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 的实施

进度进行了调整，截至2017年6月30日，上述项目的投资进度仅为19.50%，因此尚未形成生产能

力。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如本专项报告三(二)1所述，2014年1月1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

已于2014年1月使用该项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169.50万元。

如本专项报告三(二)3所述，2017年4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公司终止了“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并将该项

目扣除尚未支付的合同尾款后的剩余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甲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

建设。新募投项目目前尚未投入募集资金。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7年1-6月份，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7年1-6月份

编制单位：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442.1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0.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2,894.98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8,907.7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064.4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19.29%

承诺投资

项目

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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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

项目

1.滑动轴承

生 产 线 技

改项目

是 8,136.00 4,988.57 4,973.03 —

详见本专项

报告三(二)

1、3、4之说

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

三（三）之说明

是

2.年产1200

套 高 速 滑

动 轴 承 生

产 线 新 建

项目

否 11,989.00 11,989.00 2,337.70 19.50 否

3.技术研发

中心项目

是 4,292.00 1,397.02 1,391.90 — 是

4.甲板机械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否 2,894.98 0.00 0.00 否

承诺投资

项目

小计

24,417.00 21,269.57 8,702.63

超募资金

投向

1.归还银行

贷款

— 5,698.73 5,698.73 5,698.73 100.00 — — — —

2.购置储运

中心土地

— 1,500.00 1,500.00 1,336.87 89.12 — — — —

超募资金

投向小计

7,198.73 7,198.73 7,035.60

合计 — 31,615.73 28,468.30 15,738.2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1、3之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2之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2之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截至2011年11月16日），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

募投项目累计已投入3,668.70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3,668.70万元， 其中滑动轴承生产线技改项

目3,340.00万元， 年产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生产线新建项目303.10万元，技

术研发中心项目25.60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一)3之说明。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1、3之说明。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暂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无

注：“甲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的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总额按照 “技术研发中心项

目”原承诺投资总额扣除调整后投资总额测算。该数额中不含从“技术研发中心项目” 结转过

来的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上述相关利息净收入金额均将用于

“甲板机械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附件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7年1-6月份

编制单位：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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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永久补 充

流动资金

滑动轴 承

生产线技

改项目

3,169.50 3,169.50 100.00% 是 否

甲板机 械

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技术研 发

中心项目

2,894.98 0.00 0.00% 否 否

合计 － 6,064.48 3,169.50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二)1、3之说明。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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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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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要求自2017年5月28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于2017

年5月10日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

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

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38

项具体会计准则，以及后续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

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4月28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

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和于2017年5月10日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

府补助》的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及之后颁布的相关准则

及其他有关规定。

4、内部审批程序

2017年8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

终止经营>的通知》（财会[2017]13号）的规定和要求，公司自2017年5月28日开始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对于本准则施行日存在的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

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股东权益、净利润等无影响，也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2、 根据财政部 《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

[2017]15号）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

独列报“其他收益”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公司对2017年1月1日存

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

据本准则进行调整。该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2017年半年度报告的股东权益、净利润等无影

响，也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最新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 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

助》相关规定进行的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执行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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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财务报

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董

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四、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

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可靠、更准确。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8月24日

2017年 8 月 24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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