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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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尼电子

603595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斌斌 潘琳艳、邵鑫杰

电话

0572-3256668 0572-3256668

办公地址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

555

号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

555

号

电子信箱

public@tonytech.com public@tony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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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8,580,932.22 1,443,802,829.81 10.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0,802,078.63 880,004,709.06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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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8,508.88 77,544,703.62 -112.37

营业收入

207,896,935.88 536,262,684.69 -6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137,013.50 100,488,641.40 -15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5,869,109.33 92,716,830.08 -171.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7.08 12.81

减少

19.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0 0.50 -1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0 0.50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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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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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新芳 境内自然人

37.49 74,970,000 74,970,000

质押

7,840,000

沈晓宇 境内自然人

25.81 51,606,135 51,606,135

质押

7,154,000

何雪萍 境内自然人

4.72 9,430,000

未知

新余润泰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3.38 6,762,000

未知

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1 6,615,000

未知

罗伟强 境内自然人

1.82 3,644,980

未知

杜四明 境内自然人

0.95 1,904,259

未知

吴月娟 境内自然人

0.66 1,313,865 1,313,865

无

吴铁 境内自然人

0.57 1,132,000

未知

吴旭华 境内自然人

0.36 719,572 683,256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已知沈晓宇系沈新芳之子， 吴月娟系沈新芳之外甥女， 吴旭华系吴月娟之

弟，沈新芳、沈晓宇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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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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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金刚石切割线受光伏产业影响，金刚线产品市场需求大幅下降，单价大幅下滑，而消费

电子业务因行业周期，上半年为淡季。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20,789.69万元，同比减少61.23%；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13.70万元，同比减少159.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6,586.91万元，同比减少171.04%。2019年上半年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金刚石切割线业务大幅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金刚线业务随着单晶份额的提升及金刚线切割性能的提高，单片耗线量大幅降低，且

受金刚线生产企业扩产影响，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量和单价均大幅下降，导致该产品的营收和毛利同

比大幅减少。 审慎起见， 公司根据金刚线现阶段的行业及市场环境， 对该项目的存货计提了跌价准备4,

228.12万元。

2、消费电子业务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在导体、复膜线等原有消费电子领域积极配合国际大客户产品的更新换代，线材的革

新升级和品质要求的提高使此类产品的单价提高，消费电子业务毛利率同比有所上升。

3、新产品实现突破

隔磁材料作为无线充电技术的关键零部件之一，是公司在无线充电领域的拓展延伸，进行了大量的研

发投入。经过将近一年的打样验证，公司隔磁材料项目已于2019年6月进入量产爬坡阶段，开始批量供货。

4、持续加强技术研发，提升产品品质，拓宽应用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储备研发项目和研发人员，半年度研发投入1,897.86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9.13%。公司累计取得专利39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型33项）。随着研发项目的不断量产与应用领域

的不断拓展，将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销售规模。

5、打造云端智能制造工厂

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对原有产品线进行智能化改造，实现产品生产过程的实时掌控，有效管控产品质

量，降低用工成本。随着产能的继续扩张和研发项目的落地，公司将会打造更多的智能制造生产线，不断提

升公司利润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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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

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

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对公司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见调整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0.00 500,000.00

应收票据

59,994,718.98 -59,994,718.98

应收款项融资

59,994,718.98 59,994,718.98

其他流动资产

33,135,900.23 32,635,900.23 -500,0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0.00 500,000.00

应收票据

59,994,718.98 -59,994,718.98

应收款项融资

59,994,718.98 59,994,718.98

其他流动资产

30,076,554.72 29,576,554.72 -500,000.00

2、执行《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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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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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的要求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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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可比期间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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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上期金额

299,495,374.28

元， 增加合并资产负债

表应收票据上期金额

59,994,718.98

元， 增加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上期金额

239,500,

655.30

元。

减少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上期金额

299,273,476.06

元， 增加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上期金额

59,994,718.98

元，增加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上期金额

239,278,757.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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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上期金额

103,111,019.03

元， 增加合并资产负债

表应付票据上期金额

56,837,179.44

元， 增加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账款上期金额

46,273,

839.59

元。

减少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上期金额

101,338,594.47

元， 增加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上期金额

56,837,179.44

元，增加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账款上期金额

44,501,415.03

元。

原在“其他流动负债”中列报的预计在一年

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递延收益”，仍调

整回“递延收益”项目进行列报

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负债上期金额由

1,888,568.97

元改为

1,661,368.89

元，递

延收益上期金额由

1,536,524.23

元改为

1,763,724.3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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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595� � �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19-036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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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2019年8月9日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董事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

（三） 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19日以现场方式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555号会议室召

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5名，实际参会董事5名；

（五）本次会议由沈新芳先生主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东尼电子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同日披露的 《东尼电子关于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8）。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东尼电子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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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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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2019年8月9日以专人送达、挂号邮件、传真等方式向监事发出监事会会议通知；

（三） 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19日以现场方式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555号会议室召

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陈智敏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等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公允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

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未发现参与公司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泄漏报告信息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东尼电子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同日披露的 《东尼电子关于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8）。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

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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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东尼电子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3595� � �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19-038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半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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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根据会计准则和公司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等相关制度要求，公司在2019年半年度报告中，对存货

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各项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一）整体情况

为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会计政策，公司对

2019年6月30日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后，认为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损失

迹象，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019年半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

损失共计44,709,367.66元人民币，其中存货跌价损失44,709,367.66元，超过公司2018年经审计净利润的10%。

（二）各项资产项目计提依据及计提金额

1、存货跌价损失

根据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原则计量。对于

存货因遭受毁损、全部或部分陈旧过时或销售价格低于成本等原因，预计其成本不可收回的部分，提取存

货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对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

的材料等可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 其可变现净值按该等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对用于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存货，其可变现净值按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

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本年度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4,709,367.66元，其中原材料35,394,409.00元、库存商品7,232,140.17元、在

产品2,082,818.49元。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年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将减少2019年半年度利润总额44,709,367.66元，减少2019年半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8,002,962.51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8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损失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同日披露的《东尼电子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9-036）。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止2019年6月30日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决策程序规范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议案通过。

五、审计委员会关于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计

提资产减值损失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

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董

事会审核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议案。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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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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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为规范公司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8月19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

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政策进行变更。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财

会[2017]9号），于2017年5月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

准则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

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不进行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

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的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2、执行《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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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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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的要求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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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可比期间财务报表追溯调整。

三、执行新的会计政策对公司的影响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1）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在新金融工具

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

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摊余成本计量、按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其中，对于按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2）在减值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和财务担保合同。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

用损失模型确认信用损失准备，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新减值模型采用三阶段模型，依据相

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发生显著增加， 信用损失准备按12个月内预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

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提。

对公司具体影响科目及金额见调整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0.00 500,000.00

应收票据

59,994,718.98 -59,994,718.98

应收款项融资

59,994,718.98 59,994,718.98

其他流动资产

33,135,900.23 32,635,900.23 -500,000.00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调整数

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000.00 500,000.00

应收票据

59,994,718.98 -59,994,718.98

应收款项融资

59,994,718.98 59,994,718.98

其他流动资产

30,076,554.72 29,576,554.72 -500,000.00

2、财务报表格式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资产负债表将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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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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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在“其他流动负债” 中列报

的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递延收益” ，仍调整回“递延收益” 项目进行列报。

资产负债表将增加“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项目” 、

“交易性金融负债” ，减少“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持有至到期投资项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项目。

（2）利润表将原“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利润表增加“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

（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

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和金额

将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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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上期金额

299,495,374.28

元，增加合并资产负

债表应收票据上期金额

59,994,718.98

元， 增加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上期金额

239,

500,655.30

元。

减少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上期金额

299,273,476.06

元，增加母公

司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上期金额

59,994,718.98

元， 增加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收账款上

期金额

239,278,757.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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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上期金额

103,111,019.03

元，增加合并资产负

债表应付票据上期金额

56,837,179.44

元，增加合并资产负债表应付账款上期金额

46,273,

839.59

元。

减少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上期金额

101,338,594.47

元，增加母公

司资产负债表应付票据上期金额

56,837,179.44

元， 增加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应付账款上

期金额

44,501,415.03

元。

原在“其他流动负债”中列报的预计在一年内

（含一年）进行摊销的“递延收益”，仍调整回

“递延收益”项目进行列报

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其他流动负债上期金额由

1,888,568.97

元改为

1,661,368.89

元，

递延收益上期金额由

1,536,524.23

元改为

1,763,724.31

元。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

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

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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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

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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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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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再资环

6002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连升 樊吉社

电话

010-59535600 010-59535600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环球财讯

中心

B

座

8

层

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环球财讯

中心

B

座

8

层

电子信箱

irm@zhongzaizihuan.com irm@zhongzaizih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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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5,085,930,516.05 4,648,880,293.33 4,648,880,293.33 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628,241,645.84 1,417,301,157.74 1,417,301,157.74 14.88

本报告期

（

1-6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7,215,664.89 288,325,221.95 320,269,850.97 -48.94

营业收入

1,564,517,637.46 1,442,395,061.55 1,118,113,152.81 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7,350,095.76 175,762,960.84 153,278,544.00 2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5,028,643.48 150,250,220.87 150,250,220.87 43.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

14.30 9.41 8.72

增加

4.8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565 0.1266 0.1100 23.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565 0.1266 0.1100 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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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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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84 358,891,083 26,826,541

质押

230,000,000

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54 104,667,052 0

无

黑龙江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15 99,355,457 0

无

广东华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50 62,549,685 0

无

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85 53,394,635 0

无

唐山市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3 24,029,737 0

质押

13,000,000

陕西省耀县水泥厂 国有法人

1.67 23,140,710 0

无

四川省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6 21,596,362 0

无

银晟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6 16,095,925 16,095,925

无

湖北省再生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9 12,303,651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除中再资源再生开发有限公司、黑龙江

省中再生资源开发有公司、广东华清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中再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和银晟资本（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一

致行动人外，公司无法查证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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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密切关注行业市场变化，运用生产经营动态调整机制，科学调配和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持续

加大管控力度，强化全面质量管理，根据市场情况适时调整优化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品种结构，拓展固体

废弃物一体化处置业务布局，努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深加工水平，不断健全和完善产品销售机制，保持相对

稳健的产品销售力度，力争经济库存，提高资金周转率，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与2018年同期相比，公司废电

拆解处理量增长，拆解处理品种结构相对稳定，资源产出率上升，固体废弃物一体化处置业务收益增长，公司

经营总体向好。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5.65亿元，同比增加1.22亿元；营业成本发生10.49亿元，同比增加1.4亿元；实

现利润总额2.67亿元，同比增加0.37亿元；实现净利润2.21亿元，同比增加0.42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2.17亿元，同比增加0.42亿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50.86亿元，较期初增加4.37亿元。其中：流动资产42.89亿元，较期初增加4.03亿元；

固定资产4.75亿元，较期初增加0.03亿元；总负债34.39亿元，较期初增加2.23亿元，流动负债22.62亿元，较期初

增加3.32亿元；净资产16.47亿元，较期初增加2.1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16.28亿元，较期初增加2.11亿

元。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7.62%，较期初降低1.5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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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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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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8月16日以专人

送达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书面记名投票表决，形成

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孙公司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蓝天公司” )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浙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游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办理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 贷款利率拟

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 公司拟为蓝天公司此次流动资金贷款提供额度为

2,000万元人民币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公司独立董事刘贵彬先生、温宗国先生和伍远超先生共同对该次公司拟为蓝天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担保

发表了专项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6号。

三、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山东中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中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山东公司” )因生产经营需要拟向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办理1年期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3,000万元， 贷款利率拟以央行规定的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公司拟为山东公司此次流动资金贷款提供额度为3,000万元人民

币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公司独立董事刘贵彬先生、温宗国先生和伍远超先生共同对该次公司为山东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担保发

表了专项意见。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下属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6号。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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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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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公司” ） 、山东中绿资源再生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本次拟为蓝天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200万元人民币；

拟为山东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上述公司拟为蓝天公司和山东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㈠担保情况介绍

⒈公司全资孙公司蓝天公司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游支行申请授信额度并办理1年期流动

资金贷款2,000万元人民币，贷款利率拟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

公司拟为蓝天公司上述融资提供2,000万元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⒉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授信额度并办理1年期流动资金

贷款3,000万元人民币，贷款利率拟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

公司拟为山东公司上述融资提供3,000万元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㈡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⒈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浙江蓝天

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为蓝天公司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龙

游支行申请办理1年期2,0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拟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

与银行商定事宜提供2,000万元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本笔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1.41%，截至2018年

12月31日，蓝天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7.38%，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本笔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⒉公司于2019年8月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山东中绿

资源再生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拟为山东公司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办

理1年期3,000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拟以央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与银行商定事

宜提供3,000万元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本笔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2.12%，截至2018年

12月31日，山东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9.87%，根据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本笔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㈠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有限公司

⒈注册地点：龙游县湖镇新区(沙田湖)沙田湖大道502号

⒉法定代表人：李道斌

⒊注册资本：6,400万元

⒋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回收(除境外可利用废物及危险废物)、销售；废旧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拆解；废弃

线路板的处理；闲置设备调剂。(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蓝天公司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⒍被担保人的资产经营状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蓝天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2,540.18万元，总负债为15,187.59万元，净资产为7,

352.6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7.38%。蓝天公司2018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030.87万元，实现净利润2,473.45万

元。

㈡山东中绿资源再生有限公司

⒈注册地点：山东临沂河东区工业园

⒉法定代表人：许来永

⒊注册资本：3,000万元

⒋经营范围：废旧电子电器物品回收、拆解、处理及其它废旧物资回收、分拣整理；废旧塑料的消解和利

用；销售自产产品(需许可证经营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山东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⒍被担保人的资产经营状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山东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52,081.31万元，总负债为31,180.86万元，净资产为20,

900.4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9.87%。山东公司2018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283.69万元，实现净利润3,266.53

万元。

三、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此次拟签署的公司为下属企业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协议相关主要内容：

㈠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㈡担保类型：借贷

㈢担保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㈣被担保金额：为蓝天公司提供2,000万元人民币，为山东公司提供3,000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㈠公司董事会认为：蓝天公司和山东公司上述申请融资事项系其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为蓝天公司和

山东公司提供上述融资事项连带责任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㈡公司独立董事刘贵彬先生、温宗国先生和伍远超先生共同对上述公司为下属企业融资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对于上述公司为蓝天公司和山东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蓝天公司和山东

公司上述向银行申请贷款是其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为蓝天公司和山东公司上述事宜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能有效促成下属公司实现融资，满足其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总体发展要求，风险可控，不存在

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

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不会对公司及公司

非关联股东造成不利影响和损失；同意公司为蓝天公司和山东公司上述融资提供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及全资和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公司之外的

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余额为5.42亿元人民币， 占公司最近一期（2018年度） 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

（不含少数股东权益）的38.24%，均为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除上述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外，公司不

存在对下属公司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㈠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㈡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全资孙公司蓝天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山东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300403� � � �证券简称：汉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9-040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2019年8月19日，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19年8月2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汉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1838� � � �证券简称：成都银行 公告编号：2019-032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退休离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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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19日，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副行长周亚西先生因到法定年龄退休，

不再继续担任本公司副行长，也不再担任本公司其他职务。

本公司董事会对周亚西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300289� � � �证券简称：利德曼 公告编号：2019-072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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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及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同期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

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300421�证券简称：力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4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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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19日，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9年8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一一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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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再资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17� � � � � �公司简称：中再资环

半年度

报告摘要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595� � � � � � � �公司简称：东尼电子

半年度

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