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15� � � �公司简称：上海家化

半年度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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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家化 60031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敏 陆地

电话 021-35907000 021-3590766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江湾城路99号5幢 上海市江湾城路99号5幢

电子信箱 ir@jahwa.com.cn ir@jahw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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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0,438,965.13 10,160,072,259.23 1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100,522,190.79 5,813,061,293.81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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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672,455.36 504,628,792.54 7.74

营业收入 3,922,661,360.29 3,665,189,282.51 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43,936,005.85 316,823,032.86 4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0,709,966.59 238,047,549.09 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5 5.72 增加1.6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6 0.47 4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6 0.47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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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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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25 317,132,527 0 无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9 30,842,898 0 无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

略聚智基金

其他 2.83 18,971,234 0 无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 17,567,886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0 13,404,006 0 无

国泰君安证券资管－建设银行－国泰

君安君得鑫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96 13,135,872 0 无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

略同智基金

其他 1.58 10,600,066 0 无

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 10,226,588 0 无

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

略才智基金

其他 1.16 7,764,451 0 无

重阳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0.82 5,534,687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上海太富祥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同受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上海重阳战略投

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聚智基金、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

重阳战略同智基金、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重阳战略才智

基金、重阳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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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23亿元，同比增加7.02%；毛利率为61.94%，同比略

有下降，主要是由于新工厂运营、销售结构变化所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6.16%，管理费用同

比下降1.31%；营业利润为5.32亿元，同比增长45.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4亿

元，同比增长40.1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61� 亿元，同

比增长9.5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44亿元，同比增长7.74%。 Cayman� A2,� Ltd.�

2019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8.19亿元，实现净利润3148.67万元，同比分别增长7.98%和30.72%。

2019�年 1-6�月主要工作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有效执行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稳步推进战略落地举措，提升公

司业绩及运营效率。

（一）品牌驱动

华美家

报告期内，“华美家” 继续建设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一体化的、价值生态体系。 除已上线

的华美家会员中心小程序、兑换商城、会员充值、会员礼品卡等功能外，5月底还上线了家化

优选小程序商城。截至报告期末，华美家已注册新会员超81万、引导约9.3万会员靠柜、产生靠

柜零售超8500万元、产生跨品牌购买超2201人，会员活跃度达68%，在家化优选小程序留存新

注册用户32127人， 并且通过该小程序和佰草集百货渠道合作， 开始试行佰草集会员营销

O2O一体化流程。

佰草集

报告期内，佰草集完成品牌定位调整，坚持高端及中医中草药的品牌调性，品牌口号调

整为“集时光之美” ，同时针对女性不同人生阶段的主要肌肤问题进行产品功效聚焦。 在产

品推广方面，聚焦明星单品，2019年夏季主推冻干面膜作为引流爆品，冬季将聚焦资源主推

全新太极精华。 在媒介传播方面，注重提升传播效率，充分利用口碑及内容营销传播平台来

加强与年轻消费群体的沟通。 在销售方面，做好传播到销售的落地，百货主攻零售服务、会员

维护和发展，电商主攻年轻客群招新。

报告期内，品牌结合创新性产品冻干面膜，首次推出充满话题性和传播性的“变美是最

好的复仇” 病毒视频，以四大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为传播主阵地，在各平台的话题表现和点击

率均高于行业均值。 此外，首次尝试热点营销，以“求水” 为切入点与萧敬腾演唱会合作，通

过雨屋快闪店和观众派样互动等形式多维度多角度阐述产品卖点， 更立体丰满地运营粉丝

经济。 618期间，新七白冻干面膜成功招新，新客人数占比超70%，在传播期间成为品牌销量第

一的明星单品。

下半年，佰草集将重点打造升级后的太极精华，用现代科技重新演绎古方经典，为消费

者提供融合东方智慧和尖端科技的护肤解决方案。

六神

报告期内，六神品牌持续品牌年轻化战略，以产品为原点、体验为手段，以代言人粉丝运

营和口碑营销为声量突破口，持续创造更多与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共生记忆，提升品

牌价值。 在产品上，首次试水价值观营销理念，与公益IP� HeART� Panda推出联名定制款公益

系列产品,�萌趣的熊猫“国宝潮”横跨花露水、沐浴露和洗手液三大品类,在吸引年轻消费者

同时更肩负国货品牌传递中国文化价值的使命感。 六神还顺应国潮趋势与知名潮牌INXX牵

手，限量定制全套夏日潮服和花露水随身包，延续年轻化风潮。 在场景化营销探索上，六神花

露水与上海知名小龙虾餐饮店沪小胖联名快闪“夏夜风凉馆”并推出猎奇花露水口味的“至

尊冰醉小龙虾” ，结合夏季消费热点，再次刷屏社交媒体。 2019年六神努力践行双品类营销战

略，为配合主力沐浴露产品系列全线升级，推出“这夏起风了”营销主题贯穿整个夏季。 六神

清凉沐浴露系列全新广告大片上线，更以行业赞助的身份与腾讯S+级网综《明日之子3》深

度合作，打造“风系少女养成记”整合传播，并借助代言人华晨宇的粉丝效应，创造全链路内

容营销模式，实现从内容端到销售端的完整营销生态闭环。

下半年，六神将带来持续性的体验式全季营销，聚焦秋冬季的滋润和香氛沐浴露系列产

品，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保持品牌年轻活力。

高夫

报告期内，高夫品牌秉持27年“专为中国男士量肤定制”的初心和对95后、00后年轻男性

消费者的深刻洞察，以全新的品牌形象和定位，继续深耕男士市场，创造品牌价值。 在产品

上，专为中国男士油性肌肤，推出全新升级的净源控油系列，直击控油源头，长效控油；同系

列还推出了祛痘、去黑头等功能，全面满足油性肌肤的细分化需求。 在传播上，高夫进一步激

活品牌年轻态，深入目标消费者感兴趣的圈层。 与中国本土第一潮牌NPC跨界合作，共同打

造“高光时刻 就要潮” 的品牌焕新营销战役，落地在上海南京西路的21天“高潮体验馆” ，

引起了包括知名艺人李晨在内的50+时尚圈潮人与超过7000位消费者参与，引发社交媒体上

亿的讨论声量。 在净源控油新品上市的营销中，围绕贴合中国年轻男士消费者的生活场景，

运用大数据精准曝光7.6亿人次，有效触达50%以上核心人群。

下半年，高夫将跟投年度热剧《长安十二时辰》提高品牌知名度与曝光量，并将通过与

抖音深度合作以及参加抖音挑战赛，出圈打造“长效控油用高夫”产品口碑与知名度。

美加净

报告期内，美加净推出全新植物洁面系列，延续品牌年轻化战略，以“美丽加法，时刻守

护”为营销活动主题，全面推广新品及时刻防晒系列；特邀明星吴倩为“美+净守护大使” ，萌

宠加持，多维度KOL种草，实现销售转化；此外还与热门漫画IP吾皇合作，推出“关爱小动物

公益礼盒” ，每售出一份产品，便为流浪小动物保护捐出一份善款。

下半年，美加净将继续巩固手霜领导地位，打造冬日手霜润唇膏爆款CP，深化单一场景

主要卖点，以此带动系列产品销售。 还将推出大师轻香氛手霜系列，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全面

守护每一位女性。

启初

报告期间，启初作为婴儿个护领导品牌，成功上市了全新感官启蒙系列，迎合益智成长

卖点同时解决新生代爸妈高质陪伴的需求，针对宝宝感官成长的关键时期，开创性地将婴幼

儿洗护、玩乐、早教三大场景高效合一，产品中的表情互动、专利气味、触碰变色等功能，让宝

宝在快乐洗浴的同时，激发视觉、嗅觉、触觉等多重感官，促进宝宝身、心、智共同发育成长。

“启蒙要趁澡”的浴儿理念广告牌登陆各大视频网站霸屏曝光，同时利用大数据在各大社交

平台互动和“种草”媒介进行精准投放与曝光，提升新品知名度。

下半年启初将聚焦润肤品类， 组合推广全新启初感官启蒙幼儿雪绒霜系列、 网红爆品

“植物之初” 、“牛奶谷胚” 三大系列，并通过全国媒体投放、明星效应、精准口碑、启初爱因

斯坦大型公关特展，助推终端销售。

玉泽

报告期内，玉泽凭借优异的产品力和口碑，在1月阿里超级品类日-身体乳专场中，以舰

长之姿引领品类增长；并举办玉泽“亚健康肌肤研究所” 线下快闪活动，特邀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皮肤科专家为消费者现场解答肌肤困扰。 此外，玉泽还推出“夏日科学

战痘攻略” 主题营销活动，利用天猫U先试用，并结合口碑及内容营销传播平台70余位KOL

引爆全网口碑热议，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 在产品上，玉泽不断创新，经过临床功效验证，5

月份针对亚健康肌肤人群，推出全新“玻尿酸安瓶修护精华液” ，首发当天荣登天猫面部精

华-安瓶品类销量No.1。

下半年，玉泽将进一步巩固皮肤科学护肤品的专业形象、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强化“修

护皮肤屏障”的差异化品牌定位。

家安

报告期内，家安持续精耕细作终端，注重人群化运营，将丰富、高品质的科创产品传递给

中国现代家庭，让更多的消费者享受到更先进的家居清洁理念及体验。

下半年，家安将针对“新时代主妇” 人群，重点突破酵素织物清洁系列产品，通过整合的

营销手段，全面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同时塑造家安品牌的差异化资产。

汤美星

报告期内，汤美星海外业务持续稳定增长，英国和美国市场的表现强劲，澳洲市场表现

平稳，在海外市场线下表现低迷的环境下，快速发展电商业务，进入亚马逊等平台以实现加

速增长。 因此，在全球市场低个位数增长的情况下，汤美星全球实现了高单位数的增长，高于

行业表现。 中国作为新进入市场，目前已进入约3400家母婴店，并且，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的

需求，汤美星在中国成立了“汤美星中国实验室” ，将研究开发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产品。

（二）研发先行

上海家化始终将产品安全作为基础科研的重点之一， 报告期间开发了婴童无泪配方评

价标准，确保婴童洗浴产品更温和；利用基因工程技术的疼痛介导受体，建立了刺痛评价模

型，帮助评价和开发“敏感性肌肤可用” 的产品；开发并建立屏障损伤性皮肤模型，用于皮肤

科学护肤品的安全性评价，确保特殊人群放心使用功能性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技术。 公司首次结合冻干科技开发的佰草集冻干面

膜系列产品，不添加防腐剂，有益于肌肤微生态健康和皮肤屏障的修护和稳定。 创新采用中

草药小分子R.N.A修复技术开发储备了佰草集太极两仪产品，日夜分时护肤，在紧致、修复等

六大维度带来肌肤的全面提升。 启初品牌将感官发育与启初幼儿洗护系列产品进行了结合，

在产品设计中通过触觉、视觉和嗅觉等多角度帮助宝宝在洗护中加强感官启蒙，推出“好奇

宝宝”和“专心宝宝”两个系列产品。 高夫净源控油系列产品升级上市，“表面净油+根源控

油”的双重控油科技提升了产品功效。美加净植物洁面产品全新面世，采用植物成分，洁面更

加温和。

上海家化在产品安全和功效研究等领域始终与外部的科研院所、 医院和政府机构保持

密切合作。 报告期内，公司与上海市预防医学研究院签署了技术合作框架协议，与江南大学

联合成立中国轻工业化妆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深入运用生物发酵技术与中草药结合开发

家化自有的核心发酵技术， 与浙江大学签署成立联合实验室框架协议。 公司参与起草国标

GB/T� 37625-2019《化妆品检验规则》并获得审批发布，还参与了14项团体标准的制定，包括

《化妆品冻干片》、《防晒驱蚊剂》、《化妆品-体外眼刺激性方法（ET50）》等系列体外动物

替代方法，《从黑素细胞黑素生成抑制试验》等，其中TSHRH� 016《化妆品生产企业原料管

理规范》获得审批发布。

（三）渠道创新

上海家化的渠道战略是全渠道、全覆盖，线上与线下相融合，渠道与品牌相匹配共同发

展。公司八大渠道包括：线下销售为经销商分销、直营KA、母婴、化妆品专营店、百货、海外；线

上销售为电商、特殊渠道。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有组织分销的可控门店：商超门店20万家、农村直销车覆盖的乡

村网点有近9万家店、百货约1500家、化妆品专营店约1.3万家、母婴店超5000家。

报告期内，电商渠道通过与优秀的第三方合作运营，同时提升自身团队能力，实现了旗

舰店的运营能力提升和单产提高，公司电商全网GMV销售（零售）同比增长31%。 在6月1日

-20日618电商大节期间，旗舰店GMV同比增长24%，天猫旗舰店、京东、天猫超市、唯品会平

台合计GMV同比增长超30%。 特殊渠道在上半年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四）供应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新工厂液洗生产车间顺利投入运行，至此家化跨越工厂实现了全面正式

运行。 液洗高速自动生产线和物流自动输送系统的投用使得公司在供应保障能力、智能化和

自动化等方面大幅提升，不但满足了公司自身发展需要以及供应链生产布局优化的需求，同

时工厂的生产能力、供应保障能力及智能制造水平均实现全面提升。 整个工厂实现了运营管

理的数字化、精准化、信息化、自动化。 在工厂运营管理方面，精益生产和5S现场管理的推进

使得生产质量和效率大幅提升，确保公司能持续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在原材料采购

方面，在上游原材料供应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通过关键材料供应商的二元化、提前备货及与供

应商的战略合作等手段保障供应，同时产销协同机制有效协调上游业务需求及下游生产、采

购安排，确保供应保障及运营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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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附注五（41）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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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 � �编号：临2019-020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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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化工》的要求、现将公司

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支) 销量(支) 营业收入（元）

美容护肤 17,857,257 18,708,117 488,125,875

个人护理 122,989,956 123,758,434 1,372,342,037

家居护理 10,333,207 9,541,127 106,620,731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2019年二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详见下表：

主要产品 2018年4-6月平均售价（元/支） 2019年4-6月平均售价（元/支） 变动比率%

美容护肤 22.14 26.09 17.84

个人护理 10.89 11.09 1.87

家居护理 10.78 11.17 3.71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有皂粒、油脂、表面活性剂、溶剂、营养药物添加剂、包装物、塑料等。

1、皂粒油脂

2019年二季度皂粒、油脂类原料受棕榈油、棕榈仁油回落的影响,报告期比去年二季度采

购均价下跌1000元/吨左右(不含税),跌幅约12%左右。

2、表面活性剂

2019年二季度表面活性剂受棕榈仁油回落，环氧乙烷回落的影响,报告期比去年二季度

采购均价下跌1200元/吨左右(不含税),跌幅约13%左右。

3、溶剂

2019�年第二季度溶剂受上游原料农作物价格走低影响,价格同比下跌,�报告期比去年第

二季度采购均价下跌约 100�元/吨左右(不含税),跌幅比例约为2%

4、营养药物添加剂

2019�年第二季度营养药物添加剂价格上涨。

5、包装物

包装物中纸箱受国内原纸价格下行影响，2019年二季度比去年同期采购平均价格下跌约

10%；玻璃比去年同期采购平均价格下跌5%。 其它包装物价格稳定。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 � �编号：临2019-021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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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次董事会于2019年8月14日在公司以现场+视频的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4日书面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会议由

董事长张东方女士主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度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张东方董事回避表决），通过本议案。

2019年8月1日公司完成2018年度利润分配之派息方案，向股权登记日在册的全体股东每

股派息0.25元。 按照上述规定，公司六届二十二次董事会授出的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首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原为35.57元／份，调整为35.32元／份（35.57-0.25）。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本日《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临

2019-023）。

三、上网公告附件

1、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董事意见；

2、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期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 � �编号：临2019-022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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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七届四次监事会于2019年8月14日在公司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19年8月4日书面发出。 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3人，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本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程序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16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600315� � � �编号：临2019-023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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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作出的，对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均不产生重大影响。

一、概述

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

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

金融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该通知的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自2019年半年度报告起按上述规

定的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019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第四次董事会及第七届第四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会[2019]6�号通知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进行列报调整，

具体变动如下：

1、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二个

项目；

2、如有其它变化，公司将按照财会[2019]6号文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程序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00101� � � �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2019-035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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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2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向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

年8月1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9名董事全部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向道泉提名，经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聘任吴海涛（简

历附后）为公司总工程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附件：吴海涛简历

吴海涛，男，汉族，1976年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

师，高级劳动关系协调师。

1995年9月一1998年7月，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习；

1998年7月一1998年12月， 遂宁市成宇广告公司销售经理、 副总经

理；

1998年12月一2000年3月，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龙凤水电厂

工作；

2000年3月一2001年1月，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龙凤水电厂政

工科副科长（主持工作）；

2001年1月一2001年12月，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开发部

工作；

2001年12月一2006年1月， 历任四川明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

理，党支部副书记（主持工作）兼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其间：2002年9月一2005年7月，西南财经大学MBA研修）；

2006年1月一2007年10月，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风险化解

处理资产江西工作组”负责人；

2007年10月一2008年7月，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工作；

2008年7月一2013年2月，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

主任；

（其间：2008年9月一2010年7月， 西南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专业本科学习；2009年11月一2012年12月， 历任四川奥深达资源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

2013年2月一2015年1月，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2015年1月一2016年4月，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船山供电分公

司党总支书记、工会主席；

2015年8月一2019年7月，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2016年4月至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船山供电分公司经

理、党总支副书记；

2017年3月至今，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证券代码：600418� � � �证券简称：江淮汽车 编号：临2019-050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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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8月14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贴81,596,125.23元人民币（不含公司前期已披露政府补贴）,具体明

细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金额（元） 收到时间 补贴性质

1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年合肥市标准化项目奖补 180,000.00 2019.6.21 与收益相关

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奖补 80,000.00 2019.6.25 与收益相关

2018年度优秀企业奖励 50,000.00 2019.6.25 与收益相关

2018年合肥港奖励资金 10,397,000.00 2019.6.27 与收益相关

安徽省科技厅拨付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

专项奖励

1,000,000.00 2019.6.28 与收益相关

2018年合肥市自主创新兑现补助 3,065,000.00 2019.7.15 与收益相关

2018年汽车、 家电企业加快物流管理体

系转向资金

10,900,000.00 2019.7.15 与收益相关

2017-2018年度合肥地区“金桥工程” 优

秀奖

5,000.00 2019.7.15 与收益相关

2018年度肥西县专利奖励资金 826,200.00 2019.8.6 与收益相关

省级新产品奖励 300,000.00 2019.8.9 与收益相关

质量管理奖励 50,000.00 2019.8.9 与收益相关

安全发展奖励 200,000.00 2019.8.9 与收益相关

2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合肥市标准化项目奖补 50,000.00 2019.6.21 与收益相关

合肥市包河区科学技术局政策兑现 415,000.00 2019.7.16 与收益相关

合肥市包河区科学技术局政策兑现 300,000.00 2019.7.16 与收益相关

合肥市包河区科学技术局政策兑现 15,000.00 2019.7.16 与收益相关

企业岗位补贴 106,231.00 2019.7.17 与收益相关

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第一批） 13,356,375.00 2019.8.7 与收益相关

3 扬州江淮轻型汽车有限公司

2019年一季度大学生社保补贴 10,390.62 2019.6.24 与收益相关

2019年一季度大学生社保补贴 10,390.63 2019.6.25 与收益相关

2018年区科技创新奖励 50,000.00 2019.7.10 与收益相关

4 安徽江淮安驰汽车有限公司

2018年税收扶持资金 1,436,900.00 2019.6.27 与收益相关

社保局2018年失业费返还 216,568.00 2019.7.26 与收益相关

蒙城县就业专项资金 3,179.98 2019.7.26 与收益相关

研发费用扶持 10,000,000.00 2019.7.29 与收益相关

研发费用扶持 10,000,000.00 2019.8.14 与收益相关

5 安徽星瑞齿轮传动有限公司

2018年三重一创建设市级配套资金 300,000.00 2019.6.28 与收益相关

17年度土地使用税奖励 317,796.00 2019.7.19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10,897,500.00 2019.8.14 与收益相关

6 四川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整车资质转移奖励 3,000,000.00 2019.6.28 与收益相关

省技术中心奖励 200,000.00 2019.7.11 与收益相关

能源绿色发展奖励 50,000.00 2019.7.11 与收益相关

岗前培训补贴 60,000.00 2019.7.22 与收益相关

7 安徽江淮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失业保险基金支付稳定就业岗位补贴 84,354.00 2019.7.18 与收益相关

8

安徽江淮福臻车体装备有限

公司

合肥市财政局企业岗位补贴 85,820.00 2019.7.19 与收益相关

合经区安全发展奖励 50,000.00 2019.8.9 与收益相关

9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安庆分公司

稳岗补贴 2,467,500.00 2019.7.29 与收益相关

新录用人员培训补贴 29,920.00 2019.7.29 与收益相关

10 安徽江汽物流有限公司

合肥市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事后奖补项

目

1,030,000.00 2019.8.2 与收益相关

合 计 81,596,125.23 -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对上述补助资金在2019年度确认为其他收益并计入当期损

益，上述政府补助将对公司2019年度的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具体的会计

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10� � � �证券简称：大亚圣象 公告编号：2019---027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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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集团” ）持

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状态有所变化， 新增一笔司法冻结， 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股份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

一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万

股）

本次冻结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冻结开始日期

司法冻结执行人名

称

大亚集团 是 700 2.75% 2019年8月13日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

法院

大亚集团 是 263.36 1.04% 2019年7月25日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

法院

合计 -- 963.36 3.79% --

因大亚集团为江苏晶工工具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贷款本金1,900万元及相应利息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为江苏精工

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贷款本金1,900万

元及相应利息提供连带担保责任，贷款到期后，被担保人江苏晶工工具

有限公司和江苏精工特种材料有限公司无力偿还。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起诉

后，法院作出了（2019）苏0104民初2424号、2422号判决，判决大亚集团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前述判决已生效，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已经向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9年8月13日，大亚集

团持有的公司股份700万股被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执行司法冻结。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大亚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5,420.08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45.89%，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23,300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2.06%；累计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数量为963.36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74%。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与控股股东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控股

股东均保持独立，因此，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事

项暂时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生产经营正常。

2、大亚集团被质押的股份以及本次被司法冻结的股份，暂时不存

在平仓风险和强制过户风险，暂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

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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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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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36404，136581，136666� � �债券简称：16外高01,16外高02，16外高03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6月14

日召开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

案》，同意公司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30亿元的中期票据。 2017年11月，公

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7]MTN608号），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额度自2017年11月2日起

2年内有效。

近日， 公司发行了2019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简称：19外高桥

MTN003，代码：101901061），实际本期发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期限

为3年，发行价格为100元/百元面值，发行票面利率为3.43%。募集资金已

经于2019年8月14日全额到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此次中期票据发行的主承销商和簿

记管理人，国家开发银行为此次中期票据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本次中

期票据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有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

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48，900912� � � �证券简称：外高桥、外高B股 编号：临2019-051

债券代码：136404，136581，136666� �债券简称：16外高01,16外高02，16外高03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6外高03” 公司债券

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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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售代码：100903

● 回售简称：外高回售

● 回售价格：100元/张

● 回售申报期：2019年8月9日、2019年8月12日、2019年8月13日

● 回售申报有效登记数量：795,000手（1手为10张， 每张面值100

元）

● 回售金额：795,000,000元（不含利息）

● 回售撤销期间：2019年8月9日至2019年8月26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8月30日

根据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三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设定的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发行人” ）有权在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

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16外高03” ，债券代码：136666，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 ）存续的第3年末决定是否上调后2年的票面利率。 根据

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前的市场环境， 公司决定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44bp，即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3.38%，并在存续期限

后2年固定不变。

根据《募集说明书》关于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的约定，公司于2019年8

月2日披露了《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外高03” 公司债

券票面利率调整的公告》及《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外

高03”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并分别于2019年8月5日、2019年8月6日和

2019年8月7日披露了《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外高03”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6外高03”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和《上海外高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外高03”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

告》。

“16外高03” 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决定在回售登记期（2019年8月9

日、2019年8月12日、2019年8月13日）内选择将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6外

高03” 债券进行回售登记申报， 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 （不含利

息）；“16外高03” 债券持有人在本次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视为放

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而继续持有“16外高03” 债券，并接受关于“16外

高03” 债券存续期限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3.38%，并在存续期限后2年固

定不变的决定。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

申报数据，“16外高03” 的回售数量为795,000手（1手为10张，每张面值

100元），回售金额为人民币795,000,000元（不含利息）。 根据2019年6月

21日上交所《关于公司债券回售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已申报回售登

记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回售登记日开始日至回售资金发放日前4个交易

日之间，通过上交所系统进行回售申报撤销。 存在上交所认可的特殊情

形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受托管理人提交回售申报撤销申请。 在回售资

金发放日（即2019年8月30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

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16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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