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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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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8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74,283.54 63,390.67 17.18

营业利润 45,873.76 39,881.56 15.02

利润总额 45,897.50 39,916.60 14.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584.57 33,734.92 1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88 0.77 14.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87% 8.56% 0.3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55,514.07 531,528.97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36,650.84 424,231.73 2.93

股本 44,506.30 44,000.00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9.81 9.64 1.76

注：1、上述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尾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

2、根据财政部2017年12月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的相关要求，上述数据按照新报表格式对2017年同期数进行了

重分类调整，具体为把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从“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调整至“资产处置损益” ；把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与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从“营业外收入” 调整至“其他收益” 。此调整不影响利

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2018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74,283.54万元，营业利润

45,873.76万元， 利润总额45,897.5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584.57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

17.18%、15.02%、14.98%和14.38%。主要原因系：较上年同期，公司经营的卖场面积增加、租金水平上涨及

新增写字楼销售所致。

截至2018年6月30日， 公司总资产555,514.07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436,650.84万

元，每股净资产9.81元，较期初分别增长4.51%、2.93%和1.76%，公司资产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4月11日披露的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 中对2018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

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18-130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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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9.21元/股调整为不低于9.06元/股。

2.�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由不超过1,292,073,832股调整为不超过1,313,465,783股。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概述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3月14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

临时会议、于2016年3月31日召开了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2016年4月26日，公司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经分红除息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不低于9.36元/股（金额币种为人民币，下

同），发行数量不超过1,602,564,102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公司本次发行已于2016年7月13日通

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发行方案中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等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发

行股票数量为“按照发行底价9.36元/股计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合计不超过1,271,367,521股” 。

2017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经分红除息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9.21元/股，发行数量不超过1,292,073,832股。公

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已于2017年7月13日实施完毕。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2016年3月15日、2016年4月1日、2016年4月27日、2016年6月25日、2017年1月18

日、2017年5月17日、2017年7月14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非公开发行调整方案， 本次发行价格不低于9.21元/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合计不超过1,

292,073,832股。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二、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实施情况

2018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5,196,200,65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现金红利1.5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8年7月11日， 公司披露了 《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8年7月16日，除权除息日、红利发放日为2018年7月17日。目前，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

完毕。

三、本次发行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已实施完毕上述权益分派方案，现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发行价格调整

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9.21元/股” 调整为“不

低于9.06元/股”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调整前的发行价-每股现金红利=9.21元/股-0.15元/股=9.06元/股。

（二）发行数量调整

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为不超过1,313,

465,783股。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募集资金总额÷调整后的发行价=11,900,000,000元÷9.06元/股=1,313,465,

783股。

（三）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鹏华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

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鹏华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中关于

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 当鹏华中证全指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份额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跌至0.250元时，鹏华证券分级份额（场内简称：券商指基，基础份额）、鹏华证券A份额（场内简

称：券商A级）、鹏华证券B份额（场内简称：券商B级）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7月30日，券商B级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

的不定期份额折算条件，因此本基金管理人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券商B级近期的参考净值波动情况，并

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所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券商A级、券商B级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券商A级、券商B

级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二、券商B级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水平。

三、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券商B级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值日后

才能确定，此折算基准日券商B级的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元有一定差异。

四、券商A级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券商A级持有人的风险收

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券商A级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券

商A级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券商指基的情况，因此券商A级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

基金资产，持有极小数量券商指基、券商A级、券商B级的持有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

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券商A级份额与券商B级份额的上市交易和鹏华证券分级份额的申购

及赎回等相关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鹏华中证全指证

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

话:400-6788-999(免长途话费)。

三、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1日

鹏华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鹏华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新能B；交易代码：150280）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续大幅下跌，2018年7月27

日， 新能B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497元， 相对于当日0.34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溢价幅度达到

42.41%。截止2018年7月30日，新能B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496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

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新能B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由于新能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新能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的变动幅度将大于鹏华新能源分级份额（场内简称：新能源，场内代码：160640）参考净值和鹏华新能源

A份额（场内简称：新能A，场内代码：150279）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新能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

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新能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新能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

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2018年7月30日收盘，新能B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新能B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

所带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华中证新能源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2709� � �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18-126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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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所载2018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8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941,806,646.87 935,143,283.75 0.71%

营业利润 527,541,987.27 192,992,358.76 173.35%

利润总额 526,417,290.39 202,136,025.71 16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4,905,752.79 176,781,722.30 151.6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1 0.55 13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49% 10.36% 6.1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4,474,911,951.93 3,691,720,695.76 21.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863,869,103.26 2,537,533,267.28 12.86%

股 本 339,667,541.00 339,667,541.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43 7.47 12.85%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527,541,987.27元，利润总额526,417,290.39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444,905,752.79元， 基本每股收益1.31元，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173.35%、160.43%、151.67%、

138.18%。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公司对参股子公司江苏容汇通用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容汇锂

业” ）会计核算方法变更以及处置容汇锂业股权导致投资收益增加。

剔除上述原因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影响429,167,142.48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91.10%，下降的主要原因为：（1）报告期市场竞争加剧，公司电解液产品销售

价格下降，导致毛利率下降；（2）与同期相比，本报告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增加，导致期

间费用增加，同时，公司研发投入、人工、折旧摊销、银行融资费用增加。

2、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4,474,911,951.93元，较年初数增加21.21%，主要原因：（1）报告期内将安

徽天孚氟材料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2） 报告期内公司对参股子公司容汇锂业会计

核算方法变更以及处置容汇锂业股权；（3）报告期内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九江天祺氟硅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2018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

计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

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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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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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坤彩科技 603826 报告期内无变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忠跃 陈漳全

电话 86-591-85588083 86-591-85588083

办公地址 福州市元洪投资区（城头） 福州市元洪投资区（城头）

电子信箱 securities@fjkuncai.com securities@fjkunc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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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572,439.70 1,238,608,207.56 6.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207,132,768.89 1,139,601,374.67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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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02,348.23 15,355,220.95 257.55

营业收入 287,484,936.24 223,521,448.89 2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9,241,337.54 62,085,827.19 4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0,483,281.45 55,916,611.54 43.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7 8.75 减少1.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54 0.2070 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54 0.2070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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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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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秉昆

境内自然

人

48.95 229,083,338 229,083,338 无

谢超

境内自然

人

8.76 41,019,137 0 无

尤素芳

境内自然

人

4.41 20,661,137 0 质押 20,661,136

邓巧蓉

境内自然

人

3.41 15,954,545 15,954,545 无

谢良

境内自然

人

3.41 15,954,545 15,954,545 质押 15,951,000

榕坤投资（福建）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1 15,954,545 15,954,545 无

蔡志明

境内自然

人

0.38 1,755,000 0 无

谢秉启

境内自然

人

0.34 1,595,455 1,595,455 质押 1,586,00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4 1,587,770 0 无

夏多友

境内自然

人

0.30 1,400,04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邓巧蓉系谢秉昆之妻，谢良系谢秉昆之子，谢超系谢秉昆侄儿，谢秉启

系谢秉昆之兄。2、上述股东中谢秉昆、谢超、尤素芳同时持有榕坤投资的股权，该等股

东因持股关系而与榕坤投资存在关联关系。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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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上半年，公司所处行业下游需求稳定增长，加之全体坤彩同仁不懈努力，汽车级、化妆品级

等一系列高端产品销售逐渐放量，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盈利能力显著提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28,748.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8.6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24.13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43.74%。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32,457.24万元，同比增长6.94%；净资产120,713.28万元，同比

增长5.93%。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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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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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7月30日

上午11时在福清市元洪投资区公司行政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

怀雁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三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三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

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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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全体与会监事认为：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

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正常经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

过1.1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保本型银行存款类产品， 有利于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或保本型银行存款类产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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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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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373号）核准，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9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6.79元，截至2017年4月6日止，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

人民币611,1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58,350,000.00元， 实际募集的资金人民币552,750,0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7）验字

I-001号《验资报告》。

（二）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351,197,276.35元，2018年半年度公司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59,773,388.85元，发生银行手续费190元，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10,970,855.20元。2018年半

年度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共4,343,004.45元，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

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共8,554,509.99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150,333,654.79

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未到期本金余额为140,000,000.00元，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余额为10,333,654.79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金使用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了《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

存储、使用、管理与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严格按照办法的有关规

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2017年4月10日，公司分

别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8年6月30日，本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在各银行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户名称 账号 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

行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418273715566 10,333,654.7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清分行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350016181070590061660066 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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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募投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98,795,573.46元。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7）

审核字I-011号专项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上述募集资金

置换已于2017年度全部置换完毕。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17年7月20日召开的2017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2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上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额度可以

滚动使用。

2018年半年度，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签约方 产品名称 收益类型 投资日期 投资金额 投资期限（天） 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睿博系列

尧睿二百二十八号收益

凭证

本金保障型 2017.10.30 15,000.00 176 354.41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柜宝一

号2017年第230期收益

凭证

本金保障型 2017.10.30 5,000.00 92 60.49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睿博系列

尧睿18017号收益凭证

本金保障型 2018.2.2 3,000.00 27 9.32

中银国际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证券锦鲤-收益宝

35号

本金保障型 2018.4.27 14,000.00 89 14,000.00

合计 424.22 14,000.00

注：2018年半年度， 公司各时点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未超过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的

授权范围。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

况。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31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8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5,275.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77.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097.0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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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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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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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3万吨珠光

材料项目

否 55,275.00 55,275.00 55,275.00 5,977.36 41,097.09 14,177.91 74.35% 2018.10 6,615.27

不适

用

否

合计 55,275.00 55,275.00 55,275.00 5,977.36 41,097.09 14,177.91 74.35% 6,615.27

未达到计划进

度原因（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

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

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

品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三）”

用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

金或归还银行

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形成

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

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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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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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坤彩科技” ）于2018年7月30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

使用人民币不超过1.1亿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或保本型银行存款类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373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6.79元，截

至2017年4月6日止，收到社会公众股东缴入的出资款人民币611,1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58,

350,000.00元，实际募集的资金人民币552,75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业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7）验字I-001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开户银

行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如下：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万元） 备案情况 环保批复

年产3万吨珠光材料项目 124,833.96 55,275.00

闽发改备

[2015]A06009�号

融环保

[2015]75�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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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795,573.46元置换截至2017

年4月18日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有关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完成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工作，置换金额共计人民币298,795,573.46元。

公司于2017年5月22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投资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

使用2.2亿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保本型银行存

款类产品。同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清分行签署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结构性存

款协议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2亿元认购了中行福清分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认购期限为63天。上述理财

产品已于产品规定到期日赎回，收回本金22,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480,931.51元。

公司于2017年7月25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开放式人民币

理财产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20,000万元认购了兴业银行“金雪球-优悦” 保本开放式人民币理财产

品，产品期限3个月。上述理财产品已于产品规定到期日赎回，收回本金20,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

币2,167,671.24元。

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

证产品合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君柜宝” 系列收益凭证产品合同》，分别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15,000万元、5,000万元购买国泰君安证券睿博系列尧睿二百二十八号收益凭证及国泰君安证券君

柜宝一号2017年第230期收益凭证，产品期限分别为176天和92天。上述收益凭证均已于产品规定到期

日赎回，分别收回本金15,000万元、5,000万元，分别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3,544,109.59元、604,931.51元。

公司于2018年2月1日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收益凭

证产品合同》，使用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购买国泰君安证券睿博系列尧睿18017号收益凭证，产品期

限27天。上述收益凭证已于产品规定到期日赎回，收回本金3,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93,205.48元

元。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与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银证券锦鲤--收益宝35号产品认

购协议》，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4,000万元认购了中银证券锦鲤-收益宝35号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产品

期限89天。上述收益凭证已于产品规定到期日赎回，收回本金14,000万元，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708,

210.43元。

三、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一）投资额度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

滚动使用。

（二）投资品种

公司将依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筛选，投资于期限在12个月以内的

稳健型、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银行理财产品。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仅投资于保本型理财产品，不用于

其他证券投资，也不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无担保债券为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三）投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具体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负责

人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

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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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六）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四、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购买标的为保本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尽管保本型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应对措施

1、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保本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

保保本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

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

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

的投资回报。

六、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及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

（二）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在确保不影响正常

经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1亿元人民币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保本型银行存款类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

的投资效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

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保本型

银行存款类产品。

（三）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要求。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保荐机构对坤彩科技本次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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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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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8年7月30日

上午10:00在福清市元洪投资区公司行政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谢秉昆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5人（其中谢超先生、郭澳先生、

林晖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现场表决，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全体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2018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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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8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坤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7月31日

2018年 7月 3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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