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0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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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财互联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房莉莉

办公地址

盐城市大丰区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３３３号

电话

０５１５－８３２８２８３８
ＪＣＨＬ＠ｊｃ－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ｃｏｍ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５５９，５６３，６９８．５２

４６６，３６０，９０４．４６

４６６，３６０，９０４．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８２，８０５，８４４．０５

８５，１１９，２４３．０５

８２，３３５，５５０．１４

０．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元）
损益的净利润（

７１，０９８，４６１．８８

７２，５４５，３１１．６４

７２，５４５，３１１．６４

－１．９９％

－２０９，１６２，３０３．８７

－８７，７２４，７５０．４５

－８３，１４８，６７７．８７

－１５１．５５％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０５５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０４９

０．５７％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１０５５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０４９

０．５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９６％

２．１４％

２．０２％

下降０．０６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项目

１９．９９％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元）

５，２００，５９０，３３７．９５

５，１８７，９８２，７２５．３９

５，１８７，９８２，７２５．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４，２６４，０６７，３３４．２８

４，１８１，２６１，４９０．２３

４，１８１，２６１，４９０．２３

调整后
０．２４％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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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
３０，１５５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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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东润金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７５％ １５５，０４０，０００ １５５，０４０，０００ 质押

９２，９９９，９９９

徐正军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３３％ １２８，２０２，９７１

９６，１５２，２２８ 质押

１２８，２０２，
６７１

东方工程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９．６０％

７５，３６０，０００

朱文明

境内自然人

８．４０％

６５，９３４，４８２

６４，４３６，１８２ 质押

１９，２００，０００

王金根

境内自然人

６．９４％

５４，５１１，４９９

３５，４３２，４７５ 质押

２５，９５１，５２０

束昱辉

境内自然人

５．４３％

４２，６２７，０１３

４２，６２７，０１３

和华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１．６０％

１２，５４９，８０９

民生证券－浦发银行－民生方欣１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理财产品
等

０．９０％

７，０９５，９１０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０．９０％

７，０６７，７８３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基金、理财产品
等

０．８９％

６，９９９，９３５

７，０９５，９１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朱文明、东润金财、束昱辉为一致行动人，徐正
军、王金根为连襟关系。 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公司
已知的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公司已知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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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５５，９５６．３７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９．９９％，实现利润总额９，
６１５．４４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７．９８％，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８，２８０．５８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０．５７％。
（
１）互联网财税业务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
电子商务法》和新《
个人所得税法》在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正式实行，以及
社保入税，金税三期全国大集中带来大数据管税手段的加强，征管力度前所未有，同时为了降
低企业负担，国家密集出台了减费降税的政策，当前正处于政策红利期，在此背景下，“
合规、
降负、增利”的新财税服务需求呈井喷之势。 而传统财税服务机构依然以工商、代理记账、鉴
证、审计为主，此类劳动密集型业务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财税服务机构也处于数字化
转型的历史窗口期。
从内部环境看，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市场验证，公司形成了适应财税产业的Ｓ２ｂ２ｃ的商业模
式，以及支撑该商业模式的产品体系，目前正处于市场快速推广期。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财税业务实现营业收入３０，９２８．３３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５７．６％，其
中财税云服务收入１４，５６３．８５万元，技术服务收入５，９５６．３８万元，产品及开发服务收入２，５４６．９８
万元，系统集成收入７，７４６．２３万元，其他收入１１４．８９万元；实现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７，７６３．０１万元和７，０５２．３６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２３．６６％和２９．５５％。
①运营平台及大数据平台已经完成研发，即将投入运营。 为了解决大量企业用户和财税
服务机构接入平台后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客户、伙伴、商机、订单管理和面向合作伙伴的结算清
分问题，以及面向终端企业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财税服务，公司重点研发的运营支撑平台及
大数据平台一期已经完成研发，即将投入使用。
运营平台是一个资源整合、能力沉淀的平台体系，对“
前端”各业务开展提供强力支撑。 主
要有商品管理、客户管理、伙伴管理、商机管理、订单管理、财务管理、数据营销、运营分析、智
能客服等功能。 目前该项目中的商品管理、客户管理、伙伴管理、商机管理、订单管理、财务管
理、智能客服等模块已经完成。 未来重点在数据营销、运营分析、运营管控、开放平台以及应对
大规模用户和伙伴上平台之后的性能优化及用户体验。
大数据平台负责对各产品线沉淀的业务数据、行为数据进行归集整理、比对分析之后，实
现数据的深度创新应用，包括：企业画像、企业风控、企业征信、精准营销等。 项目主要包含：元
数据管理平台、数据模型管理管理平台、自定义数据模型管理工具、大数据任务调度管理平
台，并且实现了基于大数据的企业财务数据分析平台、用户行为采集分析平台等功能。 正在进
行用户精准营销服务、智能记账服务、风险监测服务、信用评价等数据服务。
新财税”战略稳步推进。 在完成部分城市的试点打样、商业闭环验证以及产品打磨之
②“
后，目前正在网报省份实现规模化推广，同时加大财税服务机构的获客、提效、增值、品牌等系
列的赋能工作。 除了推出面向财税服务机构的完整数字化解决方案之外，针对不同用户群不
同场景推出税检宝、掌税保的系列惠税增值产品，充分利用国家面向中小企业用户减税降负
的政策红利，合理、合法、合规地降低中小企业税负。
③总局实名办税与监控系统全国正式上线。 实名办税与监控系统整体推进顺利，２０１９年３
月１日完成广东第一个试点厅的音视频等数据接入后，３月底完成了全国３６个省市单位大厅的
接入工作，系统整体于７月１日在全国正式上线。
报告期内， 公司互联网财税业务板块从提供ＳａａＳ产品转变为将ＳａａＳ产品赋能线下财税专
业服务机构，面向企业提供“
会员制＋专项服务”的平台模式。 公司业务发展稳定，截止报告期，
局端业务已经覆盖广东、北京、上海、福建、陕西、贵州、青岛、吉林等２０个省市，企业用户数量
１０００＋万，付费用户数２００＋万。
（
２）热处理业务
受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全球经济减速等因素影响，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国内经济运行稳中有降、
温和放缓，制造业复苏疲弱，尤其是下游汽车行业的产销整体处于低位运行，给公司热处理板
块的经营业绩带来较大影响。报告期内，热处理板块实现营业收入２５，０２８．０４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７．３３％， 实现利润总额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２，８８９．２１万元和２，２２５．３９万
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３９．００％和３２．４２％。
在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公司积极面对市场新形势，坚持创新发展之路，深入
发掘和把握市场新需求。
①奋力开拓市场。 继续强化自主销售渠道的建设，促进市场信息的有效收集；上半年参加
了上海粉末冶金展及紧固件工业博览会等，努力扩大丰东品牌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加强海
外市场开拓，参加了６月中下旬在泰国举办的泰国热处理协会年会，同时继续开拓土耳其市场
并取得一定成效。
②强化研发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成功新一代网带炉生产线，采用高效燃气加热系
统、全新气氛控制及ＳＣＡＤＡ数据监控系统，满足客户的特殊工艺需求；设计或组装完成辊棒退
火／正火炉复合生产线、链条式连续回火炉、大型辊棒式钢管退火连续生产线等。 不断增强的研
发及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③推进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正式启动国家级热处理创新中心项目（
Ｂ厂房）建设，截
至报告期末，已完成Ｂ厂房基础验收、局部三层立模等工作；完成烟台丰东的基础建设，已进入
竣工验收阶段，完成人员定岗、定编，设备到位１１台，建成一期ＴＳ１１项目的生产线，目前正在进
行测试生产；着手青岛热工和重庆金属项目的筹建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新项目建设。
④提升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梳理内部各项业务及管理流程，并加强流程培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ＳＴ南风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３０

证券简称：金财互联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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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元）
营业收入（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９

训，使全员树立流程意识，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遵照执行；另一方面，积极参加安全环保消防
方面的培训，及时传达、布置公司的安全环保消防工作，组织公司员工进行消防演练，努力提
升ＥＨＳ（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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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００２５３０

董事会秘书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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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编号：２０１９－３１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
１９日以通讯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公司证券部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
全体董事。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调整公司机构设置的议案》；
为进一步强化和规范公司管理，提高公司运营效率、优化管理流程，公司对现有机构设置
进行调整，调整如下：
调整前的机构设置：

审批程序

备注

执行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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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变更财务报
表格式。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召开第四届
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
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
日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４０号《
关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陆续修订印发《
企业会计准
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
计准则第２３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
准则第２４号－套期会计》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简称
３７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多项会计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境内上市企业自２０１９
“
年１月１日起开始执行。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０日召开第四届
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
董事会第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
日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２０１９－０１３号《
关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对期初财务报表进行重列的报表项目和金额如下：
原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元）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５４４，９７２，８２５．０６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２６３，１７３，３４５．１７

资产减值损失

新列报报表项目及金额（
元）
应收票据

３６，０６２，３６９．７４

应收账款

５０８，９１０，４５５．３２

应付票据

１０６，１０４，４１０．４１

应付账款

１５７，０６８，９３４．７６

损失以“
３，８８６，４４２．０７ 资产减值损失（
－”号填列）

－３，８８６，４４２．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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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２０１９年１－９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
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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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合并报表范围增加９户，分别为：东莞市龙达金
财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东莞市龙达骏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东莞市龙达灵狮产业孵
化运营有限公司、东莞市龙达湾区财税服务有限公司、江门龙达财税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市龙
达临深财税服务有限公司、东莞市龙达中城财税服务有限公司、广东金财云商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重庆丰东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文明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九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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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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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上午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９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９
９：３０在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２）
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文明先生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董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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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９）刊载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时报》、
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巨潮资讯
网。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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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
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财会〔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９〕６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目的是使公司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股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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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因此，我们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０） 刊载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
证券时
《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关于募集资金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３、审议通过了《
经核查，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管理的
关于募集资金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存放与
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公司《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关于募集资金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１）刊载于２０１９
年８月２０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２、独立董事《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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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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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上午１１：００在公司行政
楼会议室（
２）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３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３名。 会议由监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
会主席季祥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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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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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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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募集资金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３、审议通过了《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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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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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的机构设置：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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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
２０１９〕６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要求编制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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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变更日期
以财政部发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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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日期开始执行。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
本次变更前，公司财务报表格式按照财政部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８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８〕１５号）的规定执行。
（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格式执行财政部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
仍然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
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
相关规定，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将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附件１和附件２的要求进行相应调整，主要
变动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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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资产负债表原“
将原“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二个项目；增加“
应收款项
融资”项目。
将利润表“
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减：资产
－”号填列）”；“
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号填列）”；增加“
终止确认收益（
损失以“
－”号填列）”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等。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影响公司净资
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７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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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
标。
五、监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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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目的是使公司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股
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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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因此，我们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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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19年半年度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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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
规定，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
公司”，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６日“
江苏丰东热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编制了《
关于募集资金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徐正军等发行
证监许可〔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２０１６〕２３３４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７４，３４９，４４０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分别由朱文明、束昱辉、民生
方欣１号计划、 谢兵及徐锦宏以现金按１６．１４元／股认购，募集资金总额为１，１９９，９９９，９６１．６０元，
扣除公司依据财务顾问协议应支付给浙商证券的财务顾问费用（
含税）２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后，募
集资金余额为１，１７８，７９９，９６１．６０元，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日全部存入本公司在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验资专户３２０９８２０５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８１９账户中。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减本次非公开发行直接相关的财务顾问费、律师费、会计师费及其
他发行费用３３，６７２，３９７．９７元（
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１，１６６，３２７，５６３．６３ 元。 众华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了验资，并出具了众会字（
江苏丰东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验资确
２０１６）第６１３１号《
认。 扣除发行费增值税２，０２０，３４３．８８元，实际募集资金余额为１，１６４，３０７，２１９．７５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分别在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方欣科技”）作为共同甲方，浙商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２日，公司与方欣科技有限公司（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共同丙方，分别与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丰支行签署了《
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
续。
根据《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的资金用于智慧财税服务互联平台及企业大数据创新服务平台建设、补充方欣科技
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公司向方欣科技增资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用于
募投项目实施。 公司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汇出资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至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专户３２０９８２０５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３８５９中， 汇出资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至中国
民生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募集资金项目专户６９８９６５６２２中；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２日， 公司与
方欣科技作为共同甲方，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共同丙方，分
别与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就此二账
户分别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方欣科技使用募集资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投资其
子公司金财互联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方欣科技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０日至５月１７日期间合计汇出资金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东湖支行募集资金专户８２１１０１５４８００００１７４８中。 ２０１７
年５月２６日，公司与方欣科技、金财数据作为共同甲方，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份有限公司作为共同丙方， 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东湖支行签署 《
议》。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增资方欣科
技，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日至１１月３日共汇出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至方欣科技中国民生银行广东自
贸试验区南沙分行募集资金项目专户６９８９６５６２２中。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增资方欣科
技， 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汇出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元至方欣科技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项目专户３２０９８２０５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３８５９中。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方欣科技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
区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１２０９０４６５７２１０９１０。 方欣科技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５日至７月１２
日期间合计汇出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０元至上述专户中，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日与方欣科技作为共同甲
方，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共同丙方，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司广州开发区支行签署《
上述《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全
部协议得到有效履行，专户银行定期向保荐机构寄送对账单，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查
询、复印专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查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二、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租入资产的议案》。 关联
董事黄振山、张国红回避表决。 （
内容详见同日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子
公司租入资产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第二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
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３７

证券简称：ＳＴ南风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２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租入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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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为发挥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风集团淮安元明粉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淮安元明粉”）的资源、销售、人力优势，提升公司竞争力，淮安南风盐化
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淮安盐化工”）拟将其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出租给
淮安元明粉，租期一年，租赁费用１，８００万元。
淮安盐化工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山西焦煤运城盐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山焦盐
化”）的全资子公司，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黄振山、张国红回
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租入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基本情况
淮安南风盐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淮安盐化工”）成立于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２日，企业类型有
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淮阴区赵集镇沟北村，法定代表人张晋锋，注册资本１２，０００万元，山焦
盐化持有１００％的股份。 主营业务为制造、销售元明粉。 经营范围：石盐、无水芒硝矿勘探，岩
盐、芒硝地下开采，盐硝联产（
凭许可证经营）；元明粉销售，工业盐零售。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淮安盐化工经审计的总资产２０，９０６．６１万元，净资产３，２４１．４９万元，
２０１８年营业收入１７，４３７．２５万元，净利润３，３８１．２０万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淮安盐化工未经审计的总资产２０，８４０．２８万元， 净资产３，２５５．４０万
元，２０１９年１－６月营业收入６，０６１．２３万元，净利润１３．９２万元。
淮安盐化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２、构成关联关系的说明：淮安盐化工是公司控股股东山焦盐化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为
同一母公司。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入资产为淮安盐化工生产区、办公区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 租入资产账
面原值为１５，７１８．６７万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被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开户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９８２０５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７３５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３，７０９，４４３．２２

一般账户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９８２０５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１７２６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１２９，７２６．２３

一般账户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９８２０５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０４０８１９

１３６，３０７，２１９．７５

３８，８４３，５５８．３５

一般账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分行营业部

５１２９０４９５７１１０４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６５２，６４９．１７

一般账户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丰支行

８１１０５０１０１２６００５９５２５４

７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２６４，５９６．９２

一般账户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２０９８２０５２１０１００００１０３８５９

１２４，３８０，１７５．７５

一般账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广州东湖支行

８２１１０１５４８００００１７４８

５７，３３２，５６４．８８

一般账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开发区支行

１２０９０４６５７２１０９１０

１１１，７６８，２７６．１２

一般账户

合计

截至日余额

１，１６４，３０７，２１９．７５

存储方式

５１９，０８０，９９０．６４

＊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扣除银行手续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利息收入２，５８８，７１９．９５元，部分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理财、结构性存款持有至到期赎回收益２，３２１，８４７．０３元；支出金额
８７，０４２，９２９．７１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累计利息收入１４，５２４，７１３．３９
元，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保本理财、结构性存款持有至到期赎回收益（
扣除理财收益
缴纳的税费）累计２４，２７１，２２５．６４元；累计支出金额６８４，０２２，１６８．１４元，募集资金余额为５１９，
０８０，９９０．６４元。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合计使用募集资金８７，０４２，９２９．７１元，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费、人力成本费
用、合作伙伴用户发展费用、云租用费用、平台建设软硬件设备采购费用、办公设备购置、软件
投资、线下网点建设费用等。
详见附件 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集资金项目完成计划进度情况及预计收益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方欣科技按照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计划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进展为：
智慧财税服务互联平台”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额５５，０００万元，报告期内投入金额为
１、“
６，６９５．５７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为３１，９４９．０５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投资进度为
５８．０９％。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报告期内实现收益４，２３６．０６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收益１１，
７７６．５０万元。
企业大数据创新服务平台”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额３０，０００万元，报告期内投入金额
２、“
为２，００８．７２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投入金额为６，４５３．１６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投资进度为
２１．５１％。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报告期内实现收益１６６．５６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现收益６００．２８
万元。
（
三）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
四）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况。
（
五）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报告期内，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
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前，方欣科技根据项目实际进度需要，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方欣科技预先以自有资金投入金额２，４８１．４２万元，已经众华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
众会字（
２０１７）第３３０６号）审
验确认。 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４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
总额为２，４８１．４２万元。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７日至４月２８日，方欣科技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置换转出前期以
自有资金投入的２，４８１．４２万元，前期置换转出没有发生违规操作。
（
九）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８日，经公司２０１７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情况下，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不超过人民币８亿元
累计循环使用购买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的低风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
性存款、银行定期存款等。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１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不超过
人民币７亿元累计循环使用购买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的低风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
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银行定期存款等。 投资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个月内。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进度的情况下，对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不超
过人民币４．５亿元累计循环使用购买期限不超过１２个月的低风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
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银行定期存款等。 投资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１２个月内。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循环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
有效期

到期收益
（
万元）

受托机构

保本浮动
收益

江苏大丰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９日至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２日

２．８０％

６４．８６

“
金盈湾”人民币理财产品
（
机构专属２０１８１２１０９期）

保本浮动
收益

江苏大丰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４，７００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６日至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

３．００％

３４．７７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２２２４５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２日至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

３．８５％

５６．９６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
品合同（
保证收益型）ＪＧ９０１
期

保本浮动
收益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至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

３．８５％

１０．９１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
品合同（
保证收益型）ＪＧ９０２
期

保本浮动
收益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５日至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

４．１０％

１５．３８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２４６０５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至２０１９
年５月２日

４．００％

４９．３２

“
丰盈”结构性存款第三期Ａ
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江苏大丰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８，９００

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５日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

４．２０％

１８４．３４

“
丰盈”结构性存款第六期Ａ
款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江苏大丰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４，７００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９
年９月２７日

３．６０％

未到期

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２５８９２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５，２００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至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３．７５％

未到期

金盈湾”人民币理财产品
“
（
机构专属２０１８１１１０７期）

投资金额
（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产品
类型

产品名称

（
十）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余额及原因
本次交易的相关税费原预算５，０００．００万元， 实际支付中介机构服务费及发行费３，３６７．２４
万元，缴纳发行费增值税２０２．０４万元，该项结余１，４３０．７２万元。
（
十一）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内，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专户中。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经审核，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披露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的违规情形。
附件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
附件１：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１６，４３０．７２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调整
变更项 募集资金承 后投
目（
含部 诺投资总额 资总
分变更）
额（
１）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８，７０４．２９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８，４０２．２１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５８．０９％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４，２３６．０６

不适
用

否
否

截至期
末投资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进度
（
用状态日
％）
（
期
３）＝（
２）
／（
１）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承诺投资项目
智慧财税服务互联平台

否

５５，０００．００

６，６９５．５７

３１，９４９．０５

企业大数据创新服务平
台

否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７２

６，４５３．１６

２１．５１％ ２０２０．１２．３１

１６６．５６

不适
用

补充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否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支付本次交易的相关税
费后结余

否

１，４３０．７２

－－

－－

不适用

不适
用

不适
用

１１６，４３０．７２

８，７０４．２９

６８，４０２．２１

４，４０２．６２

１１６，４３０．７２

８，７０４．２９

６８，４０２．２１

４，４０２．６２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如有）
补充流动资金（
如有）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本次租入资产的关联交易是在不违反《
公司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由交易双
方采取参考市场价格定价政策来协商确定具体交易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租赁期限
本合同租赁期为一年。 租赁期满后，根据双方意愿可就续租事宜另行订立续租合同。
２、租赁金及支付方式
（
１）租赁金：１，８００万元
（
２）支付期限及方式：
支付期限：租金按季度支付，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１０日内支付当季租金。 以后期间淮安元
明粉于每季度首月１０日前向淮安盐化工一次性支付当季租金，淮安盐化工收到租金后及时出
具相应的发票。
支付方式：现汇或银行承兑汇票
３、违约责任
（
１）在租赁期间，淮安元明粉必须按时支付租金，如不能按时支付，应按未支付租金的日
万分之五向淮安盐化工支付违约金，超过３个月仍不能支付租金，淮安盐化工有权解除合同，
收回租赁资产，不对淮安元明粉进行任何补偿。
（
２）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重大政策的调整，导致本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淮安盐
化工应提前一个月通知淮安元明粉，终止合同。 终止合同后淮安盐化工应按时长及时退还剩
余租金给淮安元明粉，并共同处理一切事宜。 淮安盐化工不承担违约责任。
４、协议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５、争议的解决
如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若协商不一致任何一方可在租赁资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六、交易目的和影响
租入淮安盐化工资产是为了发挥淮安元明粉的资源、销售、人力优势，提升公司竞争力，
增强盈利能力，同时彻底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将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
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６，２２０．１９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本次租入资产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价格
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本次租
入资产的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董事会在审议租入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时，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独立意见：本次租入资产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交易定价依据充分、价格合
理；交易决策、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本次租入资产的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１、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３、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八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