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501� � � 公司简称：韦尔股份

半年度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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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鑫龙 股票代码

00229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 鑫龙电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宇 甘洪亮

办公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华北路

118

号 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华北路

118

号

电话

0553-5772627 0553-5772627

电子信箱

xinlongdsb@126.com ganhongliang@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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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962,750.23 674,622,580.58 1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1,386,954.93 72,886,45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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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22,498.16 57,981,375.47 1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416,055.81 30,135,068.72 -273.94%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156 0.1152 0.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156 0.1152 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2.41%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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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5,138,329.27 5,418,849,001.05 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39,567,160.07 4,158,180,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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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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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洪桂 境内自然人

18.10% 127,394,324 96,819,687

质押

30,574,637

质押

35,000,000

束龙胜 境内自然人

14.59% 102,708,726 77,031,544

质押

9,680,000

质押

9,000,000

质押

11,550,000

质押

1,350,000

质押

3,100,000

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2% 36,720,936 0

质押

29,320,000

质押

7,400,000

青岛金石泓信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9% 20,319,665 20,319,665

上海理鼎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 19,893,899 19,893,899

宁波中金国联通泰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 13,262,599 13,262,599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4% 10,148,800 10,148,800

安徽省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4% 8,725,501 0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7,442,400 7,442,400

财通基金

－

宁波银行

－

云南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

其他

1.03% 7,239,454 7,239,4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束龙胜为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束龙胜持有本公司

14.59%

的股份，通过

持有芜湖市鑫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99.88％

的股份间接持有本公司

5.22%

的股份，合并持有本

公司

19.81%

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知公司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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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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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所属行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公司的主要业务分类：公共安全与反恐、智慧城市、智

能输配电设备及元器件和智慧新能源、电力设计及服务。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77,196.28 万元，同

比上升 14.43%；实现营业利润 10,423.45万元，同比上升 26.72%；实现利润总额 10,978.35 万元，同比上升 9.82%；

其中，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138.70万元，同比上升 11.66%。

公司回顾总结报告期内披露的主要工作情况：

1、完成了 2016年度利润分配

公司于 2017年 4月 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及 2017 年 5 月 18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2016 年度分配预案为：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703,960,66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股利 0.4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合计

派发现金股利 28,158,426.4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待以后年度分配。截至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了对 2016 年度权

益分派事宜。

2、控股子公司获准“新三板” 挂牌工作

公司控股子安徽佑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15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的《受理通知书》（GP2016110012），佑赛科技报送的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申请材料已

获受理。2017年 3月 15日，佑赛科技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上市。佑赛科技挂牌新三板为其提

供了一个直接进入资本市场的融资平台，进一步拓展其融资渠道，助力其快速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有

利于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其经营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实现佑赛科技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将有利于公司

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资产价值以及实现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3、资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1）2017年 6月，安徽鑫龙售电有限公司（简称“售电公司” ）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售电公司准

入与退出管理办法》和《安徽省电力市场交易主体准入退出实施细则》 (皖能源电力[2016]78号)等相关文件的

具体要求，安徽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受理了售电公司的注册申请，安徽省能源局、各市发展改革委、安徽电

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对售电公司提交的市场准入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核和完整性核验，售电公司获得了安徽省

售电公司准入资格，并领取了电力交易平台数字证书。

（2）2017年 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兴发成功入围“军油工程” 承建企业目录，并获得中央军委后勤保

障部军需能源局颁发的入围《“军油工程” 承建企业目录》证书，由此具备了承担“军油工程” 国家物联网示范

工程的准入条件。

4、其他事项

（1）2017年 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兴发在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 电子检务工程（网络与检察专用信

息系统建设项目）（计划编号：【2017】1247、项目编号 SC【2017】1206、招标编号：HZ2017HW006）项目招标中

中标，中标价格为 5049.69027万元，并收到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

（2）2017年 6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电兴发在新疆“智慧伊宁县” 公共安全综合平台（雪亮工程）建设项

目社会资本方采购为第一中标候选人。2017年 7月，中电兴发收到该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并与伊宁县公安局

签订了《智慧伊宁县” 公共安全综合平台（雪亮工程）建设项目 PPP 项目合同》，项目中标及签订合同金额均

为人民币 22,356.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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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5 月份，财政部印发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适用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发

生的政府补助相关交易，公司执行该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及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 “其

他收益”项目，反映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其他收益、

营业外收入

将 “营业外收入 ”中符合要求的

10,928,559.69

元

调整到“其他收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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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束龙胜

2017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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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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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7年 8月 1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 2017年 8月 23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束龙胜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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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2017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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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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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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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 2017年 5月 1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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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

会计准则的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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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准则施

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准则进行调整。

经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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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 >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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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当年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

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发表的相关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依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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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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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7年 8月 15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会议

于 2017年 8月 23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邦莲女士主持。

经与会监事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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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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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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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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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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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 2017年 5月 1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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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由于上述

会计准则的颁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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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准则施

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准则进行调整。

经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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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

助 >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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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当年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

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发表的相关意见，具体内

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依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 二○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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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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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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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当年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

响， 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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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之间新增的政

府补助根据前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日期：2017�年 6�月 12�日

2、变更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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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财会〔2017〕15�号）。

3、变更原因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财会[2017]15 号《关于印发修订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 的通知》，

自 2017年 6月 12 日起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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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按以上

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4、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7年 8月 2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依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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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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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公

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与日常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

项目列报，对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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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

的通知》（财会[2017]15号）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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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当年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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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该变更对公司当年净

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变更的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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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

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变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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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更对公司

当年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中电兴发与鑫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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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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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9,311,94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11%。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一）。

一、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氏集团” 或“公司” ）于 2015 年 7 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5〕172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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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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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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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股份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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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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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发行股份 24,941,910 股，发行价格为 26.34 元 / 股，成交金额为 656,

969,909.40 元，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15 年 8 月 12 日。2015 年 9 月 23 日，公司根据 2015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总股本 291,374,9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8 股。转增后，徐蕾蕾等 7 名交易对方所持有的 24,941,910 股调整为 69,837,348 股，其中：第一次解

除限售日期为 2016 年 8 月 12 日，股份数量合计 46,557,485 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批复文件中关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要求， 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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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23.71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8.47 元 / 股。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北京千石创

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华安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沈阳太阳谷控股有限公司及张怀斌等 7 名投资者，发行的股份数量

为 21,790,049 股，发行价格为 10.05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218,989,992.45 元，新增股份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上市，解除限售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28 日。

徐蕾蕾等 7 名交易对方第一次解除限售股份 46,557,485 股， 募集配套资金解除限售股份 21,790,

049 股全部上市流通后，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中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23,

279,863 股，为徐蕾蕾承诺业绩实现后可解禁的股份数量。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股本变动情况

上述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向徐蕾蕾等 7 名交易对方发行的 24,941,910 股股份登记上市后，

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 266,433,085 股变更为 291,374,995 股。

2015 年 9 月 23 日，公司根据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总股本 291,374,9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8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291,374,995 股变

更为 815,849,986 股。

公司 2015 年重大资产重组募集配套资金最终确定的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等 7 名投

资者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21,790,049 股，新增股份登记上市后，公司总股本由 815,849,986 股变更为 837,

640,035 股。

三、本次发行对象持有的限售股份数量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持有的限售股份数量变动的详细情况见下表：

序号 股东全称

发行对象认购的股

份数量（股）

实施

2015

年半年度权

益分派后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第一次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限前持有的限

售股份数量（股）

1

徐蕾蕾

11,085,649 31,039,817 3.71% 7,759,954 23,279,863

注:�盛世骄阳重大资产重组中徐蕾蕾承诺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 11,085,649 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后为 31,039,817 股）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之后 2015 年

度承诺业绩实现后可解禁公司股份的 25%（限售股份数量为 7,759,954 股已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上市

流通）,2016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后可解禁公司股份的 30%, 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9,311,945

股。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全部承诺及其履行承诺情况

（一）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徐蕾蕾承诺：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皇氏集团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2015 年 8 月 12 日）

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同时，为保证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承诺的可实现性，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包括限售期届满当年），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股份将分三次进行解禁，并同时遵守下述限制：

（1）股份解禁时间限制

第一次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 12 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一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第二次

解禁：本次发行结束后满 24 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第三次解禁：本次

发行结束后满 36 个月且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出具后。

（2）股份解禁数量限制

第一次解禁额度上限为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皇氏集团股份的 25%； 第二次解禁额度上限为

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皇氏集团股份的 30%； 第三次解禁额度上限为本人通过本次交易认购的皇

氏集团股份的 45%。

（3）实际解禁数量限制

第一次解禁的实际股份数量为根据股份解禁数量限制计算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利润补偿期间第

一年度盈利预测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数量； 第二次解禁的实际股份数量为根据股份解禁数量限制

计算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利润补偿期间第二年度盈利预测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数量； 第三次解禁

的实际股份数量为根据股份解禁数量限制计算的解禁股份总数扣除利润补偿期间第三年度盈利预测

补偿的股份数量及资产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数量。

（4）如扣除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后实际可解禁数量小于或等于 0 的，则当年实际可解禁股份数

为 0，且次年可解禁股份数量还应扣减该差额的绝对值。

本人由于皇氏集团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皇氏集团股份， 亦应遵守上述约

定。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承诺方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二）业绩及补偿的承诺

徐蕾蕾承诺：盛世骄阳 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500 万元、9,000 万元和 10,800 万元。同时，盛世骄阳 2015 年度、2016 年

度和 2017 年度运营收入比例指标（指运营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不低于 45%、55%、65%。

如果实现扣非净利润或运营收入比例指标低于上述承诺内容， 则徐蕾蕾作为补偿义务人将按照

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参见《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修订稿）》 “第五节 / 二 /（八）业绩承诺与

补偿安排” 。

截至目前，根据《关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

华核字【2017】48180011 号），徐蕾蕾关于盛世骄阳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完成，额外考核指标运

营收入比例指标不低于 55.00%，实际完成为 38.22%。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

规定，补偿责任人徐蕾蕾应对公司做出现金补偿，并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将该笔款项支付至公司指

定的账户。后续年度的业绩承诺仍在继续履行中。

（三）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徐蕾蕾承诺：除已经披露的事项外，本人及本人近亲属（参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中关于关联自然人的界定范围）不存在从事与皇氏集团、盛世骄阳相同或类似业务

的情况、未向相同或类似业务投资、未与任何他方在相同或类似业务领域进行合作或达成合作意向。

于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基准日始， 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或本次交易签署的协议约定的本人持有皇氏集

团股份限售期及竞业禁止期满之期间、或至本人在皇氏集团（包含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任职之期间

（上述二期间取孰长者）内，未经皇氏集团认可，本人及本人近亲属亦遵守上述内容。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承诺方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四）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徐蕾蕾承诺：如本人成为皇氏集团关联自然人，本人将遵守皇氏集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规范履行关联自然人应履行的各项义务。若本人与皇氏集团发生关联交易，本人承诺将与皇氏集

团按照市场公允价格，遵循公平、等价有偿等原则签订协议，依法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并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和皇氏集团《公司章程》等规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上述承诺正在履行中，承诺方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五）股东在公司收购及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不适用。

（六）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不适用。

经核查，截止目前，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

在违规担保。

五、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股东可解除限售股份数量及股份上市流通时间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7 年 8 月 28 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9,311,94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11%；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 名。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

）

备注

1

徐蕾蕾

23,279,863 9,311,945 1.11%

注

1

注 1：盛世骄阳重大资产重组中徐蕾蕾承诺以资产认购的公司股份 11,085,649 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后为 31,039,817 股）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之后 2015 年

度承诺业绩实现后可解禁公司股份的 25%（限售股份数量为 7,759,954 股已于 2016 年 8 月 12 日上市

流通）,2016 年度承诺业绩实现后可解禁公司股份的 30%, 暨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9,311,945

股。

截至目前，徐蕾蕾所持公司股份 23,289,817 股中的 23,279,954 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股份数量需解除质押冻结后方可上市流通。

六、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见下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323,877,689 38.67% -9,311,945 314,565,744 37.55%

1

、国家持股

0 0.00% 0 0 0.00%

2

、国有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3

、其他内资持股

323,877,689 38.67% -9,311,945 314,565,744 37.55%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0 0.00% 0 0 0.00%

境内自然人持股

323,877,689 38.67% -9,311,945 314,565,744 37.5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13,762,346 61.33% 9,311,945 523,074,291 62.45%

1

、人民币普通股

513,762,346 61.33% 9,311,945 523,074,291 62.45%

三、股份总数

837,640,035 100.00% 0 837,640,035 100.00%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

见如下：

（一）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中信建投证券对皇氏集团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独立财务顾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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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股份

603501

无

联系人和

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贾渊 任冰

电话

021-50805043 021-50805043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4

号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

3000

号

4

号楼

电子信箱

stock@sh-willsemi.com stock@sh-willse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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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438,663.89 1,645,671,860.48 1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86,173,759.69 808,758,019.04 3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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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35,726.15 10,265,512.20 159.47

营业收入

914,527,448.10 1,044,708,249.29 -1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8,810,124.22 69,065,686.76 -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7,076,537.34 63,431,219.68 -25.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6.64 10.17

减少

3.5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4 0.17 -1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5 0.17 -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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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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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虞仁荣 境内自然人

67.17 279,435,000 279,435,000

无

0

吕煌 境内自然人

3.84 15,990,000 15,990,000

质押

8,100,000

南海成长（天津）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5 12,285,000 12,285,000

无

0

周钺 境内自然人

2.39 9,945,000 9,945,000

无

0

方荣波 境内自然人

1.88 7,800,000 7,800,000

质押

7,800,000

北京富汇合力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9 7,020,000 7,020,000

无

0

南海成长精选（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5,200,000 5,200,000

无

0

上海信芯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5,200,000 5,200,000

无

0

北京泰利湃思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 4,988,880 4,988,880

无

0

马剑秋 境内自然人

0.94 3,900,000 3,900,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海成长及南海成长精选为受同一基金管理人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

基金，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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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总收入 91,452.74 万元，较 2016 年同期下降 12.46%；公司营业

利润为 4,032.36 万元，比 2016 年同期减少 2,958.53 万元；公司利润总额为 5,576.28 万元，比

2016 年同期减少 22.69%；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881.01 万元，比 2016 年同期

减少 14.85%。

2017 年公司分销体系营业收入及利润较去年同期无重大变化，主要是由于公司加强对

分销业务的规模风险控制。

2017 年上半年，公司继续保持和扩大 TVS、MOSFET、电源 IC、卫星直播芯片以及射频

元器件等产品的研发投入。公司在原有产品系列 TVS、MOSFET 等进一步加大投入，实现产

品更新升级换代，提高产品性能，进一步补充不同应用市场所需求的产品规格；公司某款高

性能 ESD 保护芯片已完成工程流片及测试， 产品性能已与美国一线公司产品有相当的品

质。

2017 年上半年，公司子公司上海韦玏 LTE-LNA、GPS-LNA 及接收端 RF-Switch 已实

现量产，TRA光纤通讯接口芯片已进入工程流片阶段。

2017 年上半年，子公司上海磐巨主力研发 MEMS 芯片，目前硅麦产品已完成工程流片

及测试， 产品品质及性能已达到或超过国内其他同类同款产品研发公司。2017 年下半年将

考虑在压力传感器等产品方面做产品市场和技术调研、积累。

2017�年上半年， 子公司上海矽久主力研发阶段宽带载波芯片、L-BAND 芯片及 CDR

芯片，目前产品正在研发阶段，其中宽带载波芯片预计于 2017 年下半年完成研发及工程流

片测试工作。

2017 年上半年， 子公司韦孜美新研发高性能 LDO、DC-DC电源管理芯片目前正在研

发阶段，目前低压高性能 LDO 已完成工程流片及测试，性能对标美国 TI 公司同款产品，相

当具有市场竞争力。2017 年下半年将拓展高压高性能 LDO、DC-DC、Charge 的产品市场和

技术调研、积累，并尝试投入研发为今后的高压高性能的电源管理芯片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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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企业会计准则变化引起的会计政策变更

本公司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业经公司第四届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并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 影响金额（元）

2017

年

6

月

30

日资产负债表项目

营业外收入

-670,224.48

其他收益

670,2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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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501� �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7-035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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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7 年 8 月 13 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

的通知》的要求，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上述会计准则的执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数据不构成重大影响。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7）。

2.审议通过《<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本季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所

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2017 年半年度报告》和《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2017-038）。

三、 备查文件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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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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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韦尔股份” ）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 2017 年 8 月

13 日通过邮件及电话形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华文先生主持， 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等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7）。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1） 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2）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等事项；（3）在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本次半年度报告编制

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4）监事会保证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

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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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2017 年半年度报告》和《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3、 审议通过《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

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7 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发布的《关于 2017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

告编号：2017-038）。

三、备查文件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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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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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469 号）核

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

的通知》（自律监管决定书[2017]119 号）同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160 万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7.02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203.2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24,134.7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到位，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A14314 号《验资报告》。

（二）已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

的 5,92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个月。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3、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合计 24,134.70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

额合计 24,134.70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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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实

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

法》的要求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于 2017 年 4 月与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的开户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科技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上海农商银行张

江科技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监

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制定的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经严格遵照制度及协议的约定执行。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截至 2017�年 6�月

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序号 专户银行名称 账户 存储方式 期末余额

(

元

)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江

科技支行

97160155200002608

活期存款

6,120,212.03

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699641879

活期存款

42,815,257.82

3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分行

03003216418

活期存款

25,821,258.44

4

上海农商银行张江科技支行

50131000602125774

活期存款

7,641,587.41

三、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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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7] 第 ZA15439

号），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

为 5,925.27 万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5,925.27 万元。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

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

见》，对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无异议。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

利益，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核查意见》，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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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

金的情形。

六、其他

2017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

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射频元器件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上海韦玏微电子有限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卫星直播，地面无线接收

芯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泰合志远科技有

限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泰合志恒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实施。详见《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2）。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前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后，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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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对本

次变更所涉及的募集资金建立专户存储，由公司、变更后的实施主体、保荐机构、银行共同

订立《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对该项资金使用实施有效监管。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 月 24 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总额

(

万元

) 24,134.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5,925.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万元）

5,9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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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万元

)

调整后投资总

额

(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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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性能

分立器

件研发

升级项

目

无

7,028.38 7,028.38 7,028.38 2,750.04 2,750.04 -4,278.34 39.13% - -

不适

用

无

IC

系列

的升级

研发项

目

无

5,749.72 5,749.72 5,749.72 3,175.23 3,175.23 -2,574.49 55.22% - -

不适

用

无

射频元

器件研

发及产

业化项

目

无

4,256.93 4,256.93 - - - - - - -

不适

用

无

卫星直

播，地

面无线

接收芯

片研发

及产业

化项目

无

7,099.68 7,099.68 - - - - - - -

不适

用

无

合计 —

24,134.70 24,134.70 12,778.10 5,925.27 5,925.27 -6,852.83 46.37% - -

不适

用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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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5,925.27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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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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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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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

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2017 年 5 月 10 日，财政部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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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政府补助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施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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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上述会计准则。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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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至新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新会计准则进行调整。

2、变更审议程序

2017 年 8 月 23 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17 年修订）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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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应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修改了财务报表列报，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

报“其他收益” 项目，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与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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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科目本报告期金额增加 670,224.48 元，

“营业外收入” 科目本报告期金额减少 670,224.48 元。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

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 2017 年 1-6 月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 < 企

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的通知》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从而使公司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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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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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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