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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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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发出七届二十五次董事会议通知，于2018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进行了

表决。公司现有董事十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十人。会议的举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与会者经审议各项议案后，采用记名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审议《关于确认2018年5-7月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的议案》

与会关联董事郑斌、严建华、杨永名、叶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会议经与会非关联董事表决，6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之前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并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59）。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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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2018年5-7月日常关联交易

发生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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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信息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向关联人采购燃料和动力；向关联方销售产品、商品；向关联

人提供劳务；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等。公司关联方介绍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二）2018�年5-7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18�年5-7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8,462.76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36%）。2018年1-7月累计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18,996.08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05%）。

（三）确认2018年5-7月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七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8年5-7月日常关联交易发

生额的议案》，与会关联董事郑斌、严建华、杨永名、叶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会议经与会非关联董事表决，6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议案。

（四）2018�年5-7月日常关联交易发生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18�年5-7月 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

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 包装箱 公平、公正 4,083,020.62

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发电机 公平、公正 30,242,042.48

杭州南方通达齿轮有限公司 齿轮箱 公平、公正 2,256,181.05

杭州汽轮实业有限公司 原材料、工业协作 公平、公正 333,570.51

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 原材料 公平、公正 687,931.04

小计 37,602,745.70

向关联人采购燃料

和动力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水电 公平、公正 3,693,966.86

小计 3,693,966.86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汽轮机、压缩机 公平、公正 27,887,931.03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零星材料 公平、公正 149.83

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锻件 公平、公正 2,872,377.89

（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 汽轮机备件 公平、公正 354,110.38

小计 31,114,569.1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杭州汽轮实业有限公司 保洁费 公平、公正 361,635.22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费、商标使用费等 公平、公正 756,653.88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运费、修理费、租赁费等 公平、公正 11,098,005.58

小计 12,216,294.69

合计 84,627,576.3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92年12月14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石桥路357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庆春东路68号A座

（4）企业性质：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郑斌

（6）注册资本：80000万元

（7）主营业务：制造、加工纺织机械、造纸机械、泵、铸件、电动工具、变速齿轮装置、热交换器、数控数显装置及上述

设备的备品备件（限下属分支机构经营）；承包境外机械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与上述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

进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热电工程承包及其设备成套；批发、零售：电子计算机及配件；为

集团成员企业采购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设备、备品备件，为杭汽轮集团下属企业提供水、电、气供应与服务（除承转

（修、试）电力设施）；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

（8）实际控制人：杭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按合并报表范围）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102,930,921,802.47 641,624,652.28 38,769,187,457.55 9,941,197,000.88

2018年度1-6月 47,227,613,339.45 322,325,921.46 36,805,147,752.14 6,221,258,151.01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汽轮集团）持有公司479,824,8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63.64%，是本

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0.1.3第一款：“（一）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上市公司的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公司向杭汽轮集团租入部分土地及办公用厂房、仓库、办公室；水、电能源服务由杭汽轮集团统一提供；商标由杭

汽轮集团提供许可使用。由于上述土地、厂房、商标等资源和能源供应服务是公司组织生产经营的基础条件，因此上述

关联交易将延续存在。

（二）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93年3月22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通二村

（3）办公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东溪路128号

（4）经营性质：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严建华

（6）注册资本：8000万元

（7）主营业务：设计、生产、销售水力发电成套设备、汽轮发电机、电动机、水泵、电站及工矿配件、机械电气设备、自

动化原件；电站工程总承包、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出租。

（8）控股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279,803,946.31 22,459,703.33 616,473,257.76 118,749,927.34

2018年度1-6月 151,690,718.61 1,593,528.31 649,395,804.58 115,343,455.65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由杭汽轮集团控股，持股比例为85%。由于该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

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本公司与杭州杭发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向其采购汽轮发电机及向其销售锻件。 因用户装备

成套性需要，在订购工业发电汽轮机的同时，要求本公司为其提供发电机。

（三）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3年12月31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北路62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星桥街道星桥北路62号

（4）企业性质：国有参股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王振峰

（6）注册资本：150万元

（7）主营业务：木制品（木质包装箱）制造、加工及销售；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木材，钢材，五金。

（8）主要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12,612,643.75 451,468.87 5,746,283.31 3,167,498.92

2018年度1-6月 8,553,051.75 240,239.93 6,975,392.33 3,407,783.85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由杭汽轮集团参股，持股比例为30%，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制，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本公司与杭州南华木业包装箱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向其采购产品包装箱。本公司产品采用箱板包装，

为产品贮运之必需。

（四）杭州南方通达齿轮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5年1月25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下城区体育场路130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潮王路10号领骏世界B座601室

（4）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5）法定代表人：陶放

（6）注册资本：600万元

（7）主营业务：批发、零售：齿轮箱、齿轮减速机、汽轮机及配件、钢材、机电设备（除轿车）、普通机械、五金交电。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29,754,376.10 1,188,854.98 47,087,370.98 11,734,326.75

2018年度1-3月 6,979,456.94 519,652.23 42,974,534.69 8,622,161.07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2018年3月28日，杭汽轮集团持有的齿轮公司（注册资本600万元，杭汽轮集团占比30%）的股权转让工作，经杭州产

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已完成各项股权转让程序。股权转让完成后，杭汽轮集团已不再持有齿轮公司的任何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6条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过后十二个月内，齿轮公司仍被视同为公

司关联人，公司与齿轮公司的交易性质依然属于关联交易。

4、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本公司与杭州南方通达齿轮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向其采购齿轮箱、盘车装置。此项交易是工业汽轮机产

品配套之需要；有的工业汽轮机因技术要求需配置齿轮减速机将转速控制在额定范围。

（五）杭州汽轮实业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4年2月11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石桥路357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石桥路357号

（4）企业性质：国有参股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裘锦勇

（6）注册资本：250万元

（7）主营业务：制造加工：汽轮机配件、电动工具配件、工矿设备配件（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批发零售：五金、工

业电器、标准件、家用电器、针棉织品、百货、有色金属、钢材、办公用品、化工原料（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建

材、木材、普通机械设备、汽车配件、文化用品、农副产品（除国家专控）；服务：成年人的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

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工业技术咨询、电动工具维修、家政服务。

（8）主要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6,068,908.64 -3,021,276.34 11,487,364.69 5,707,871.99

2018年度1-6月 2,047,274.38 -2,626,724.61 9,751,785.14 3,102,028.58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杭州汽轮实业有限公司由杭汽轮集团参股，持股比例为10%，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制，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杭州汽轮实业有限公司是由杭汽轮集团下属生活后勤部门改制而成，本公司与其的关联交易主要是接受卫生、绿

化等服务。本公司自身不设后勤等服务部门，接受这些服务是必要的。

（六）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98年9月2日

（2）注册地址：杭州市石桥路357号

（3）办公地址：杭州市石桥路357号

（4）企业性质：国有参股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杨永名

（6）注册资本：500万元

（7）主营业务：服务：维修（一类机动车维修：大中型客车维修、大中型货车维修、小型车辆维修）（在有效期内方

可经营）； 批发、零售：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汽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

材；货物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服务：海

上、航空、陆路国际货运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

（8）主要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95,500,677.65 6,031,385.14 50,911,613.76 31,422,413.04

2018年度1-6月 38,238,635.17 2,543,962.01 54,901,573.16 31,466,385.05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由杭汽轮集团参股，持股比例为30%，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集团控制，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本公司与杭州汽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委托其提供货物运输、国际货运代理、职工交通

车客运、车辆维修等服务。本公司自身不设运输服务部门，接受这些服务是必要的。

（七）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11年9月30日

（2）注册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22号大街18号

（3）办公地址：杭州庆春东路68号A座15-17楼

（4）企业性质：国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5）法定代表人：叶钟

（6）注册资本：20000万元

（7）主营业务：电力工程总承包；设计、安装：机电设备成套工程、中小型火力发电工程、节能技术改造工程及提供

相关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经营货物进出口；批发：机电成套设备、金属材料、高低压电器、电线、电缆、仪器仪表、保温耐

火材料。（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8）控股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266,817,974.94 3,596,285.69 863,170,887.94 72,976,616.32

2018年度1-6月 70,650,560.31 1,192,449.00 870,315,219.60 74,169,065.31

3、与本公司的关系

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由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持股比例为74.275%，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

集团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二）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根据双方的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向杭州汽轮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工业汽轮机及提供安装服务等，成为公司产品

销售渠道的有益补充。

（八）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8年10月22日

（2）注册地址： 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68-1号1501室

（3）办公地址：杭州市江干区庆春东路68-1号

（4）企业性质：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宋思远

（6）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7）主营业务：服务：机电行业的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和成果转让，电子计算机

及自动化、环保产品及资源利用产品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和成果转让，电子计算机工程承包，环保工程承包，成年人

的非证书职业技能培训、成年人的非文化教育培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批发、零售：机电设备及零配件，金属

材料，监测设备及配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取

得许可后方可经营）；含下属分支机构的经营范围；其他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全法项目

（8）主要股东：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7年度 1,543,175.73 178,018.72 2,298,759.27 1,378,416.33

2018年度1-6月 1,001,243.01 72,053.22 2,262,834.48 1,450,469.55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杭汽轮集团持有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70%的股权，该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一家关联企业

集团控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款：“由前项所述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规定，系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本公司与中机院-杭汽轮集团（杭州）联合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采购原材料。

（九）（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5年 10月 19日

（2）注册地址：印度班加罗尔

（3）注册资本：220�万美元

（4）主营业务：从事发电设备的汽轮机供货、安装和调试。

（5）主要股东：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37%；外方股东 63%

2、近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美元

期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2016�年3�月-2017�年3�月 6,287,206.34 214,569.55 34,779,319.69 8,375,363.96

2017�年3�月-2018�年3�月 10,150,418.59 146,158.79 21,667,655.90 8,497,094.60

3、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该公司担任董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10.1.5条所列“上市公司的关联自然人

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系上

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4、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本公司与（印度）格林绍尔动力装置私营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内容主要是向其出售产品、商品。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在与本公司上市以来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中， 形成了稳定高效的业务运行模式，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

力。公司董事会认为以上关联方均能履行合同，与公司开展相关业务。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产品生产和销售的需要，公司将部分产品向关联方销售和委托关联方销售公司产品，在销售过程中接受

与公司产品相关的运输、包装的关联方服务，该关联交易使生产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有效提高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效率

和做好公司主营业务。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无损害公司利益的交易。

2、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性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有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关联交易均按照规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需表

决回避。

3、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开展关联交易，交易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在定价过程中遵循公平、自愿和

协商一致的原则。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公司2018年5-7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的背景情况，严格履行了审批程序，属于公司正

常经营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并且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2018年5-7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占公司2017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1.36%，2018年1-7月累计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3.05%， 该事项已履行相关审议

程序和披露义务。本次审议事项内容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

理，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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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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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妍 董事 工作原因 黄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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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家汇 股票代码 00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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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正坤 陈慧媛

办公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000号9楼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000号9楼

电话 021－64269999,021－64269991 021－64269999,021－64269991

电子信箱 xjh@xjh-sc.com chy@�xjh-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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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182,932.86 1,042,578,407.22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3,678,968.08 114,929,933.96 7.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08,712,555.34 104,729,620.54 3.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570,501.70 47,918,179.86 -15.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8 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8 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6% 5.49%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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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8,317,539.90 2,659,395,924.66 -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21,586,639.02 2,147,391,400.0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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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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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37%

上海商投实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99%

金国良 境内自然人 3.72% 11,592,076

上海汇鑫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

周黎明 境内自然人 1.54%

童光耀 境内自然人 1.35% -1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4%

俞杏娟 境内自然人 1.15%

杨海 境内自然人 0.94%

余秋雨 境内自然人 0.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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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零售相关业

201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更趋协调的态势，但也看到，国际环境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

多，经济持续向好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上海市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6.9%。

从消费领域来看，消费品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同比环比增速均有所加快，消费继续发挥经济增长第一引擎的作

用。上半年，全国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累计同比增长4.6%，超市、百货店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4%和2.3%，实物商品网上

零售额同比增长29.8%。零售企业更加主动适应消费升级，着力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通过发展品质零售，回归零售本

质；发展跨界零售，创新购物场景；发展智慧零售，提升购物体验；发展绿色零售，助推循环经济等举措，加快行业创新

转型，促进消费升级，不断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响应市、区各级政府关于全力打响“四大品牌”的决策部署，制订了公司打响“上海购物” 品

牌三年行动计划。坚持秉承“一切从顾客出发”的经营理念，贯彻落实“巩固业绩、稳健调整；控制成本、提升效率” 的

指导思想，积极开展“硬件改造、新品引进、品牌自营和技术研发”等工作。经营方面，坚持下属各分、子公司差异化的

商品定位，持续改善购物环境、提升服务品质、优化管理方法；各企业结合自身实际，开展行之有效的营销活动，巩固

提升经营业绩；全渠道建设不断完善E-MEC系统，部分企业启用电子会员功能，并向基于NB-IOT的共享停车、共享

积分及大数据分析等方向深入研发；自有TONYWEAR品牌发展有序进行，市场拓展、商品设计、生产品检等均已步

入正轨，与之关联的供应链信息共享建设扎实推进。

2018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4,518万元(合并报表口径，下同)，同比增长0.2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12,368万元，同比增长7.61%。

报告期内重要经营情况分析

1、推进布局调整，优化购物体验

公司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推动各分、子公司布局调整和品牌优化，并按计划实施形象提升改造工程，提升商场时

尚度与消费体验。其中：上海六百加强品牌调整和道具更新，引进时尚品类，梳理女装品牌，提升商场形象；汇金徐汇

店5月起启动中庭改造工程，在保安全重质量前提下尽量降低对销售的影响，并分步实施区域调整与品牌提升工作；

汇金虹桥店合理筹划更新准备工作，提高优势品类集聚度，稳定经营坪效；汇金南站店通过区域品牌调整，提升品牌

等级、充实餐饮商户，聚客能力显著提升；汇联商厦完成一楼商场装修扩容调整，并有序实施三楼商场改造及天桥连

廊对接；汇金超市扩大新鲜水果及蔬菜经营规模，积极增加鲜活水产，商品层次及时尚度有所提升。

2、创新营销方式，加强会员维护

针对市场关注热点分散，消费者情感需求增加与线上营销造势等特点，公司积极推动分、子公司开展形式多样的

主题促销活动。结合传统节日与新兴热点，以多种活动形式带动人气、促进销售。继续加强微信公众号营销推广，开展

线下互动活动，提升会员活动传播效果；与文化局、旅游局等保持良好互动，发挥场地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各类商旅文

联动活动。进一步加强会员维护，电子贵宾卡在汇金百货各门店全面推广，手机APP自助停车等功能提升消费体验；

汇联商厦完成开发微信会员功能，进一步提高小额付款便利性。

3、加快E-MEC建设，推进深度融合

E-MEC系统继续迭代开发，电子折扣券、快钱移动POS对接、一口价等功能进入调试上线阶段，“专柜开单，顾客

手机付款”流程现场试点应用，线上线下深度融合，使销售流程更加便利。上海六百E-MEC系统上线工作全面完成，

通过商品公共库（云），不仅实现了跨经营主体商品编码唯一性，而且有效降低了实体门店商品“数字化” 成本。启动

共享停车商业模式探索，研发基于NB-IOT技术的共享停车业务，并在汇金百货车库试运行。卖科公司签约成为中国

联通系统集成商（SI），未来将在智慧零售、智慧停车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4、发展自营品牌，增强竞争实力

TONYWEAR品牌运营逐步进入正轨，商品企划、设计、生产、销售等工作平稳有序进行，专柜总数已达到9家；在

签约首家位于北京的外地专柜后，标志着自营品牌跨区域发展正式启动。在加快发展的同时，自贸区公司对业务流程

及管理标准开展了系统梳理和编写，为后续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建立起清晰规范的管理标准，推动品牌持续健康发展。

与供应链信息共享相关的伯俊系统对接工作有序推进，目前已进入数据对接调试阶段。

公司下半年主要经营计划

下半年，公司董事会仍将坚持“做强做大、稳步发展” 的指导思想，做精做细线下门店，开拓创新线上渠道，进一

步促进销售，稳固业绩。

1、稳健调整规划，提升业绩品质

公司将以“稳健调整” 为指导思想，推动分、子公司开展商场改造及品牌调整工作，并加强重大项目管控。上海六

百以提高商场综合利用率及品牌更新为重点，优化商品组合，加快推进各类商场调整工作；汇金徐汇店完成中庭改造

工程施工，进一步优化购物环境，提升品牌能级，并启动楼层装修改造设计与申报工作；汇金虹桥店以主动调整实现

错位竞争，做强淑女装等优势大类，规划跨楼层联动调整方案，对大楼进行整体形象升级设计；汇金南站店重点做好

美食广场改扩建准备，对具备条件的场地实施改造，配合地铁15号线施工做好相关工作；汇联商厦完成三楼改造及天

桥接入工程，并规划下一轮改造方案；汇金超市加大生鲜经营及品类优化，对部分门店进行品类或品牌调整，改善卖

场环境和形象。

2、关注市场热点，积极整合营销

根据上海购物节、国际进口博览会等总体要求，积极参与相关营销活动，做好活动期间的氛围布置和宣传工作；

推动公司分、子公司充分整合场地资源，参与艺术橱窗进商圈、广场形象展示等文化营销活动；按照持续提升商圈能

级的总体要求，积极推进相关企业开展外立面规划设计及局部改造调整；加大会员推广，细化会员分析指标，开展大

数据模型研究，提高精准服务水平；利用微信工具，汇联开展微信一体化会员营销功能试点；汇金以APP为主要载体，

开展电子券营销活动，持续加大会员投入，巩固提升顾客忠诚度。

3、深化E-MEC功能，开拓软件市场

坚持快速迭代升级的开发理念，加快对E-EMC系统性能、稳定性等改进提升，提高系统对业务活动的适应性；完

成商品码盘点、电子发票等新功能测试及上线。公司及卖科公司将多方位寻找合作渠道，通过积极与零售同行交流、

参加论坛、展会等形式，挖掘市场潜在合作用户；持续完善基于NB-IOT技术的共享停车功能，加大共享停车商业模

式内部推广，同时积极开展商圈共享停车、积分打通等技术研发；对大数据系统需求进行深入分析，归集销售、会员、

客流等综合数据，尝试建立大数据展示功能，进一步提高E-MEC系统完整性。

4、做强自营品牌，把握发展机遇

根据商品开发规律，做好TONYWEAR品牌2018年秋冬商品生产及验收工作，确保秋冬新品按时上市，做好2019

年春夏商品设计开发；下半年力争再新增3-4家新专柜，使专柜总数达到12家左右；加大商品开发、市场拓展等紧缺人

才培养和招聘，建立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业务团队。以制度建设为抓手，规范品牌企划、设计、生产、销售各业务环节，

实现品牌规范化、系统化运作。同时，公司还将持续开展实体门店项目调研，继续寻求储备项目，做好相关市场调查和

测算，力争为公司发展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下半年公司董事会将会鼓舞经营团队信心，紧紧围绕销售工作，挖掘经营潜力，拓宽

营销思路，保持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和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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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立波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41� � � �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18-080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经营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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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上海文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文宇集团” ）关于宇培贵阳电子商务物流园项目钢结构工程合同，合同暂估价为141,180,000.00元人民币。根据公司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信息披露制度》第一条第（二）项中的有关规定，“合同金额１亿元人民币以上或钢结构加工量

10000吨以上”的都在信息披露范围之内,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对方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上海文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国平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园林绿化工程，机电

安装工程，体育场地设施工程等。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庙镇大街13号1幢109室

成立时间：2006年01月26日

上海文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上海文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核认定的壹级建筑施工总承包企业， 公司下

设上海德昕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和上海安佳信环保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以及上海文宇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三家子公

司。

2018年公司与上海文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无交易。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项目介绍

项目名称：宇培贵阳电子商务物流园项目钢结构工程

项目地点：贵阳花溪区燕楼镇燕楼村、谷蒙村

项目金额：合同暂估价141,180,000.00元（大写）壹亿肆仟壹佰壹拾捌万元整。

项目概况：1#-8#仓库的钢结构工程及高炮广告工程。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 141,180,000.00元（大写）壹亿肆仟壹佰壹拾捌万元整。

2、结算方式：固定总价合同

3、付款方式：

(1)预付款：无。

（2）进度款：项目进场完成预埋螺栓支付合同总价的10%；前四栋仓库主钢构抵运工地后支付合同总价的10%；后

四栋仓库主钢构抵运工地后支付合同总价的10%；所有主次钢结构安装完成支付合同总价的20%；全部围护结构进场支

付合同总价的20%；围护钢构安装完成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80%；项目安装完成竣工验收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97%。

（3）质保金： 3%作为质保金，质保期二年。

4、合同履行期限：395天，具体以总承包方书面通知为准。

5、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四、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五、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项目的实施将对本公司2018年和2019年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该项目合同暂估价为141,180,

000.00元，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4,510,763,914.91元，该项目合同金额约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

务收入的3.13%。

2、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六、风险提示

1、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结算总价可能因为设计变更等因素会有所变动。

3、工程进度可能因业主计划的调整会有所变动。

4、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56� � �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4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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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6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

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

数量（股）

轮候冻结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轮候冻结占其

所持有股份比例

彩虹集团 是 259,504,859 2018年8月15日 36个月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100.00%

彩虹集团 是 259,504,859 2018年8月15日 36个月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100.00%

合计 519,009,718 - - - 200.00%

二、股份累计被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情况

截至2018年8月15日，彩虹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259,504,8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9%；累计被质押股数为259,314,

4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78%，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93%；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259,504,859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3.7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0%；累计被轮候冻结数为779,386,2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40%，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300.34%。

截至2018年8月15日， 陈永弟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494,406,77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6.26%； 累计被质押股数为494,

007,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24%，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92%；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494,406,77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6.26%，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0%；累计被轮候冻结数为37,996,3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2%，占其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7.69%。

截至2018年8月15日，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53,911,6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5%；合计被质押

股数为753,321,5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2%，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92%；合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753,911,

63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05%，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0%；合计被轮候冻结数为817,382,562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3.42%，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8.42%。

三、其他说明

1、经公司询问彩虹集团，彩虹集团目前尚未收到与本次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相关的法律文书、通知文件，所涉法律

纠纷尚无法确认，无法获悉本次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具体原因和详细内容；彩虹集团正积极沟通处理本次股份被冻结

事宜，争取尽快解除股份冻结。

2、截至目前，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若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冻结股份被司法处置，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

定的风险。公司将与彩虹集团、陈永弟先生保持沟通，督促其提供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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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吴翊 工作原因 王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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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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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高电气 600312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湘意

电话 0375-3804990

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南环东路22号

电子信箱 xiangy1397@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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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6,365,894.61 19,231,912,505.65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22,322,073.28 8,853,234,937.28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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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336,913.82 -1,511,991,303.74 不适用

营业收入 2,619,987,565.39 4,113,384,322.29 -3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0,727,623.37 350,210,811.75 -13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6,006,802.71 346,843,072.04 -13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3.86 减少5.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63 0.2581 -137.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63 0.2581 -1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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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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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高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50 549,497,573 0 无 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1 34,000,000 0 无 0

华安基金－工商银行－国民信托－国民信

托·平高电气定增单一资金信托

未知 2.08 28,281,427 0 无 0

叶怡红 境内自然人 2.04 27,719,770 0 无 0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1.99 27,000,000 0 无 0

广州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广金资产财

富管理优选1号私募投资基金

未知 1.65 22,400,000 0 无 0

山东高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2 22,000,000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96 13,000,258 0 无 0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广西铁路发展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

未知 0.85 11,498,022 0 无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81 11,014,61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平高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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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河南平高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15平高债 122459 2015.9.16 2018.9.15 549,848,750.11 3.93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4.17 52.28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02 20.1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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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加强创新驱动。电力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特高压建

设趋缓，配电网投资加大，电力市场需求呈结构性变化。中低电压等级电力设备行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随着国家对

实体经济的政策支持以及电网升级改造带来的机遇，常规电压等级设备竞争厂家不断增多，使产品盈利空间大幅压

缩。

2018年上半年，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和艰巨的发展任务，公司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

领，坚决贯彻董事会各项决策部署，围绕年初制定的生产经营计划目标，加强科技创新和产品转型升级，加大配电网

市场和海外市场营销力度，紧盯增量配网试点项目，攻坚克难，合同总额有所提升，国网集招、配网协议库存占有率保

持领先，国际市场合同同比大幅增长。但由于一是受本期特高压项目缓建影响，已中标特高压项目及配电网项目未到

交货期，造成收入利润大幅减少；二是平均带息负债余额及贷款利率同比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加；三是原材料价格上

涨造成产品成本上升，虽然通过一系列成本压降措施产生较大成效，但由于市场竞争压力，导致部分产品售价下降幅

度超过成本压降幅度，以上因素造成公司经营成果出现阶段性大幅波动。公司上半年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6.20亿元，

同比下降36.31%；利润总额-1.27亿元，同比下降128.64%；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31亿元，同比下降137.33%。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市场营销实现新突破。 成功中标北京西～石家庄和潍坊～临沂～枣庄～菏泽～石家庄1000kV特高压交流工程、

贵州电网移动充电车、青海电力移动充电车、青海电力配网改造、海南电网接地开关改造施工总包、陕西电力混合气

体仪器仪表、苏通管廊集中供充气站技术服务等项目。与南网电科院就220kV电机驱动断路器项目达成合作意向，积

极参与第三代智能变电站、一键顺控技术交流。相继中标常州中发炼铁有限公司技改项目、泰国兴达钢丝卷帘厂项

目。国际市场取得新突破，签订尼泊尔、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际项目，中亚市场实现首个总包项目突破，断路器产品首次

打入西欧高端市场。

产业实现良好发展。GIL系列化有序推进，生产线具备批量生产条件，为苏通GIL综合管廊工程按期履约提供保

障。强化配电网板块资质业绩培育和业务协同。健全运维检修板块管理体系，明确技术发展路线，以技术营销方式推

动典型服务化产品在重点省份孵化落地。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世界首支±1100kV直流穿墙套管顺利发运。世界首台1100kV� GIL产品通过全部型式试

验。 成功研制隔离接地开关电机驱动机构、126kV电机驱动真空断路器， 支撑国网公司第三代智能化变电站建设。

“252kV弹簧驱动的双动SF6罐式断路器” 等3个新产品通过国家级鉴定。“420kV� GIS小型化关键技术研究” 、“新型

控制阀研制及应用”等科研项目通过验收。完成设备远程运维与多维度综合诊断分析系统调试。“800kV大容量高可

靠性开关设备关键技术及应用”荣获国网科技进步一等奖。

降本增效深入开展。搭建覆盖技术、工艺、生产、物资各环节降成本工作机制，建立以财务为主的降本效果审核机

制，确保降本数据有效性。上半年,公司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和工艺革新、推行一体化采购、扩大集采、公开招标范围、提

高材料利用率、合理排产、改善用能方式、实施“零缺陷”等工作，实现技术、采购、生产及能源等各环节降本增效。

重点工程建设保障有力。强化生产组织管理，严格落实里程碑计划，有序推进重点工程履约。克服高原、高寒、高

海拔不利因素，藏中联网工程芒康站、林芝站一次性通过现场耐压。百万伏工程横山电厂升压站成功投运，胜利扩正

在现场安装，山西高河变通过出厂试验。西班牙项目145千伏PASS完成首台样机装配。建设的首个欧盟EPC项目波兰

科杰尼采400千伏电站改造扩建项目通过现场施工验收。圆满完成青岛上合峰会保电、北京电力迎峰度夏带电巡检任

务，彰显央企责任担当。

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党建+”等主题活动，深入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旗帜领航·三年登高”计划，推动党建标准化建设。建立领导班子联系服务专家

工作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召开庆祝建党97周年暨“一先两优”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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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600312� � � �股票简称：平高电气 编号：临2018-039

债券代码：122459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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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8月3日以电子邮件、手机短

信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8年8月15日在公司本部召开，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成卫、程利民、李文

海、石丹、庞庆平、张建国、王天也、李涛八人，独立董事吴翊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王天也代为表

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与会董事认为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客观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半年度财务情况、经营成果，并发表如下确认意

见：

保证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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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以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报告》

特此公告。

河南平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7日

2018年 8月 17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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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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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61� � � �证券简称：徐家汇 公告编号：2018-022

半年度

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