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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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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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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铭达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2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４７

２０１８年度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总资产

１２，２００．６９

营业收入

１５，０１１．１５

净资产

８，５９４．０６

营业利润

３，０７０．８６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０

净利润

２，６７８．２８

证券事务代表

单位：万元

姓名

荆京平

李子婧

办公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电话

０５１２－５７６５５６６８

０５１２－５７６５５６６８

总资产

１４，４８９．３９

营业收入

５，５３５．２４

电子信箱

ｈｍｄ＿ｚｑ＠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ｄａｋｓ．ｃｏｍ

ｈｍｄ＿ｚｑ＠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ｄａｋｓ．ｃｏｍ

净资产

１１，７７５．６２

营业利润

７５８．６９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０

净利润

６８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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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２１３，８８０，６０１．８３

１９６，２２５，８８３．９８

９．００％

６３，０４８，８７１．９９

４３，３４７，７８７．８０

４５．４５％
２８．３１％

５４，２８６，９４５．０９

４２，３１０，６４８．０５

１４２，５３５，９１７．４４

１０８，１０４，７２６．１１

３１．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５４１４

０．４７５６

１３．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５４１４

０．４７５６

１３．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２４％

９．７５％

－３．５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元）

１，１９８，０８４，２１５．７７

６４８，４７９，３５１．４６

８４．７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１１３，９３８，０４７．９２

５４８，９２０，４７７．９３

１０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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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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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世平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４６，４００，０００

深圳市恒世达 境内非国有法
投资有限公司 人

６．５８％

８，０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０，０００

夏琛

境内自然人

５．０６％

６，１５３，８４６

６，１５３，８４６

荆京平

境内自然人

４．６０％

５，５９４，４０６

５，５９４，４０６

张猛

境内自然人

３．１６％

３，８４０，０００

３，８４０，０００

深圳市创新投
境内非国有法
资集团有限公
人
司

３．１５％

３，８２７，８７３

３，８２７，８７３

海通开元投资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２．８６％

３，４７８，２６１

３，４７８，２６１

上海崴城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管理中心（
有
人
限合伙）

２．１９％

２，６６２，９３７

２，６６２，９３７

常文光

１．９８％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１．９８％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恒世丰
境内非国有法
资产管理中心
人
（
有限合伙）

数量

４６，４００，０００ 质押

３８．１９％

７，２５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荆世平、荆京平、夏琛为一致行动关系。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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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全体员工精诚团结，攻坚克难。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２１３，８８０，６０１．８３元，较上年同期上升９％，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６３，０４８，８７１．９９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了４５．４５％。
在新客户开发方面，公司秉承“
求实创新、开拓进取、永续经营”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成为
一家和谐的、有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 为有效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公司不断加大新客户市场开
拓力度，本年度新增了多家客户的合作。 通过与其建立的密切合作关系，为公司提供了更多的
商业机会，获取更多的产品订单，提高了产品市场占有率。
在研发体系建设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增加研发投入，密切追踪
最新技术及发展趋势，持续开展对新技术的研究，加快产品创新；积极培养和引进了高水平的
技术研发人才，进一步提升了研发队伍的创新能力。
在内控体系完善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结合经营管理实际，对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进一步
优化，积极布署电子审批流程，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有效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升。
在募投项目方面，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关于核准苏州
２０１８】２０６１号”《
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５２６，２７１，１００．００元， 报告期内公司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４，３２４，
９３４．１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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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发布了《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财会［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３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
计量〉的通知》（
２０１７］７号）、《
知》（
财会［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套期会计〉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７］８号）和《
［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号－－金融工具列报〉
２０１７］９号）；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２日发布了《
的通知》（
财会［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２０１７］１４号）。 针对修订后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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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号－－金融工具列报》（
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四项会计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
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按照上述要求，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政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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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
［
２０１９］６号的要求编制２０１９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２ 号一债务重组》（
财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财政部发布《
２０１９】
９ 号），公司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７ 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财政部发布《
【
２０１９】８ 号），根据要求，公司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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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４７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４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苏州恒铭达”）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部分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相关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２０６１号）核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３，０３７．８００３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１８．７２元，共计募集资金５６８，
Ａ股）
６７６，２１６．１６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５２６，２７１，１００．００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已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９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 “
大信验字【
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募
２０１９】第３－００００２号”《
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亦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
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 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２０１７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及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的募集资金净额５２，６２７．１１万元，用于投入公司“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
级及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为苏州恒铭达。
为更好地实施募投项目，顺利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根据实际
情况拟新增“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部分项目的实施主体，实施地点。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中的“
现有生产车间技改”、“
建设实验及检
公司将“
测用房”的实施主体由苏州恒铭达增加为苏州恒铭达和全资子公司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惠州恒铭达”）。 将“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一现有生产车间技改”
部分募集资金３０００万元、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一建设实验及检测用房２５００万元
投入到全资子公司惠州恒铭达使用。
单位：万元
变更前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一现有生产
苏州恒铭达
车间技改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一建设实验
苏州恒铭达
及检测用房

变更后

募集资金投入
８，６９３．１１
５，２１８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
投入

苏州恒铭达

５，６９３．１１

惠州恒铭达

３，０００．００

苏州恒铭达

２，７１８．００

惠州恒铭达

２，５００．００

由于上述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其实施地点由“
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增加为
“
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与“
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沿河路地段（
厂房）”。
项目名称

变更前实施地点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
化项目一现有生产车间技改

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
化项目一建设实验及检测用
房

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

变更后实施地点
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
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沿河路地段（
厂房）
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
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沿河路地段（
厂房）

以上增加事项，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三、 本次对子公司惠州恒铭达增资的基本情况
（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提高募投项目经营效益，扩大惠州恒铭达的经营规模，提高其市场竞争力，促进经营
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公司拟以募集资金对惠州恒铭达增资５，５００万元，此次增资完成后，惠
州恒铭达的注册资本由３０００万元增加到８，５００万元。
（
二） 惠州恒铭达的基本情况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３０００万元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阳经济开发区沿河路地段（
厂房）。
成立时间：２０１４年０７月０２日
法定代表人：荆京平
经营范围：研发、加工、生产和销售：电子材料及器件、绝缘材料及器件、光学材料及器件、
纳米材料及器件；纸制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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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增资前
股东名称

出资额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３０００

１００％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８５００

１００％

增资后

３、惠州恒铭达的财务数据：

四、 本次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要求，本次新增的实施主体将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存放本
次增资款项。 公司、惠州恒铭达、保荐机构和银行将签署《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将严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格按照 《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五、 本次新增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对子公司增资的原因与影响
（
一）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是根据该募投项目实施情况作出的审慎
决定，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目的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
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使项目按新的计划进行建设，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益。 若因项目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使实际投入超出募集资金，超出部分由公司自筹资
金解决。
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有利于募投项目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今后长远发展规划。 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加强募
集资金使用的内部与外部监督，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
二）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是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 有利于提高募投项目经营效
益，能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能力，扩充其资本规模，同时也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为公司的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本次增资后，惠州恒铭达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因此本
次增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 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
一）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９）。
（
二）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苏州恒铭
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 监事会意见
（
公司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０）。
（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
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七、 备查文件
（
一）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二）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三）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四）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４７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５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成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成立分公司的议案》，公司全资子
以下简称“
子公司”或“
惠州恒铭达”）以开拓华南地区业
公司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务、优化服务响应机制、提升整体项目质量、招募专业人才、加强综合实力为目标，拟在深圳设
立分公司。
一、 拟设立分公司基本情况
（
一） 名称：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
二） 性质：有限公司分公司
（
三） 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９２８９号京基滨河时代广场Ａ座２８０２室（
拟）
（
四） 经营范围：电子材料及器件、绝缘材料及器件、光学材料及器件、纳米材料及器件、
精密结构件、纸制品的研发、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拟）
（
五） 负责人：荆京平（
拟）
上述事宜均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准的为准。
二、 本次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
一） 投资目的
设立深圳分公司有助于子公司进一步开拓华南地区业务，优化服务响应机制，提升整体
项目质量，招募专业人才，加强综合实力。
（
二） 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分公司，符合公司及子公司的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要，适应企业
发展及市场变化的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 授权
董事会授权子公司管理层执行设立深圳分公司所涉及的相关事项。
四、 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９）。 成立深圳分
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 备查文件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４７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7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外投资暨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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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暂定名）；
１、 投资标的名称：恒世诚（
２、 投资总额：２３００万港元；
以下简称“
公司”）在香港投资尚需商务部
３、 本次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门、发改部门、外资管理部门等政府机构的相关核准、备案手续，还需经香港政府部门的审批
及登记，且香港的政策、法律、商业环境、文化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区别，使得在香港投资存在
不确定性。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召开的第一届董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外投资暨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 对外投资概述
（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恒世诚（
香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拟）
（
暂定名，以最终注册为准，以下简称“
香港公司”），投资总额２３００万港元，公司持有香港公司
１００％股权，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
（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第一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该笔投资不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无需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投资尚需取得国内及当地政府部门审核核准后，方可实施。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
时披露本次对外投资的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二、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恒世诚（
香港）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拟）
英 文 名 称 ：ＨＥＮＧ ＳＨＩ ＣＨＥＮＧ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资本：２３００万港元
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经营范围：进出口贸易
出资方资及资金来源：现金出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具体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出资方式等以香港相关部门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三、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香港作为全球主要港口城市之一，在进出口贸易领域的政策、环境、传统、人才储蓄等方
面具备深厚积累及突出优势。 为了强化公司区位优势，提高贸易效率，拟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
司以发展进出口贸易。
本次投资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
二）存在的风险
１、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尚需商务部门、发改部门、外资管理部门等政府机构的
相关核准、备案手续，还需经香港政府部门的审批及登记，且香港的政策、法律、商业环境、文
化环境与国内存在较大区别，使得在香港投资存在不确定性。
２、因香港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差异，存在一定的管理与运营
风险。 对此，公司将尽快熟悉并适应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和文化环境，通过信息收集及
分析，加强政策监测，随时掌握相关方面的政策动向，保障香港公司的高效运营。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实施过程和设立目标公司经营管理状况，切实
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公司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４７

证券简称：恒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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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１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００２９４７

董事会秘书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6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苏州恒铭达”）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荆
京平、荆世平、荆天平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房屋
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２】 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子公司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子公司”）在深圳设立分公司办
公的需要，子公司拟向关联方荆京平女士租赁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９２８９号京基滨河
时代广场Ａ座２８０２室的使用权，具体情况如下：
（
一） 本次与关联方关于办公场地租赁暨关联交易情况
子公司拟与关联方荆京平签署《
办公楼租赁合同》，向荆京平租赁其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滨
河大道９２８９号京基滨河时代广场Ａ座２８０２室的房屋用于办公。 租赁房屋建筑面积共计３１０．８２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３６个月，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止。 根据协议，首年租赁金额为
每月人民币８０，０００．００元（
含税），其后每年的月租赁金额在上一年基础上增加５％。
（
二） 关联关系
荆京平持有公司５５９．４４０６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４．６０４０％，任职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
及子公司总经理。 根据《
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子公司向荆京平承租的房屋之房屋所有权人为荆京平，荆京平已取得该房屋之产权
证，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
４】 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价格在参考市场公开价格的基础上经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为正常的商业
行为，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本次租
赁有利于子公司及其分公司业务正常开展，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交易价格符合周
边同类型办公场所租赁价格，符合公允原则。
５】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目前，本次房屋租赁合同的基本条款已确定，子公司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与荆京
平签订相关房屋租赁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
一） 合同主体：荆京平为出租方，子公司深圳分公司为承租方。
（
二） 租赁标的：

１、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９２８９号京基滨河时代广场Ａ座２８０２室
２、 许可用途：办公
（
三） 租赁期限：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至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止，共３６个月。
四） 租金及支付方式
（
含税），其后每年
１、 基本租金：２０１９年９月至２０２０年９月的租金为人民币８０，０００．００元／月（
月租金在上一年基础上增加５％。 租金按季度支付，承租方应在当季度第一个月的１０日之前支
付每季度租金。
２、 其他费用：承租方应承担其在房屋租赁期间的物业服务费、电费、水费、气费、空调费、
空调系统公共能耗费、车辆场地使用费、垃圾清运费等费用及其他因使用该房屋所产生的费
用。
五） 租赁保证金
（
租赁保证金为人民币５０，０００．００元，承租方须在本次房屋租赁合同签字盖章之日起十日内
缴纳。
六） 其他约定
（
１、 就租赁合同发生的纠纷，应通过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租赁房
屋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２、 租赁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有效。
６】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子公司深圳分公司向荆京平承租上述物业主要作为办公场所以满足分公司日常经营所
需，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对保证公司业务开展具有积极作用，此次交易以同地区、同时
段、相似配套水平的房屋报价为参考，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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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荆京平及其１００％持股的恒铭达包装材料
（
惠州）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３５．０８万元。
８】 该关联交易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
一） 董事会意见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９）。
（
二）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１、 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确认并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
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２、 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苏州恒铭
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三） 监事会意见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公司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０）。
（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本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９】 备查文件
（
一）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二）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
四）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
五）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房屋租赁暨关联
（
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４７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8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召
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公司将执行新颁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该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
列报的总资产、净资产及公司损益等无实质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统
一的会计准则要求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
一） 变更原因
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财政部发布的《
财会【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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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７ 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财政部发布了《
【
２０１９】８ 号），根据要求，公司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２ 号一债务重组》（
财会【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 财政部发布 《
２０１９】９
号），根据要求，根据要求，公司按照该文件的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
二） 变更日期
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９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以财政部发布的《
２０１９】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７ 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６ 号）、《
２０１９】８ 号）及《
财会【
１２ 号一债务重组》（
２０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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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关于
２０１８】１５ 号），财政部于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 号一存货〉等 ３８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
财会【
企业
２００６】３ 号）中的《
会计准则第 ７ 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政部于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印发的《
财政部关于
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 号一存货〉等 ３８ 项具体准则的通知》（
财会【
号）中的《
企业
２００６】３
会计准则第 １２ 号一债务重组》的规定执行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
２０１９】６ 号、财会【
２０１９】８ 号及财会【
２０１９】９
号的有关规定，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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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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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列报的总资产、
净资产及公司损益等无实质性影响。
三、 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
一） 董事会意见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９）。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二）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苏州恒铭
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ｃ
（
三）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议并通过了此事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披露的《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０）。
四、 备查文件
（
一）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
二）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三） 《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９日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
公司章程》，我们作为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审慎原则，基于独立判断，在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
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后，现发表意见如下。
一、 《
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就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的事项，董事会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我们认为该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无损于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不存在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通过此议案。
二、 《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及公司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时回避了表决；子公司深圳分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内容符合公司发展实际需要，交易定价处于深圳市福田区同类型写字楼
租赁的市场价格区间，交易模式符合写字楼租赁的一般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
法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子公司深圳分公司向荆京平女士租赁写字楼物业用作分公司
经营场所之事项。
三、 《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使公司会计政策
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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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徐彩英 刘海山 曹征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
公司章程》，我们作为苏州
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审慎原则，基于独立判断，
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现发表意见如下：
《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对关联方物业进行租赁之事
项，系基于华南地区业务发展和经营需要，属于正常交易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未来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 我们同意公司按照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将此关联交
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徐彩英 刘海山 曹征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４７

证券简称：恒铭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49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发出。
会议采用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由董事长荆世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９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９人，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与通讯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对外报出《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二、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通过并同意公司对外报出《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三、 审议并通过《
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增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以及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符合公司长远
发展需求，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效能，不会给公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四、 审议并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成立分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恒铭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于深圳设立分公司，以满足地域性战略
布局，此事项有利于公司快速开拓商机、高效提供服务、增强综合实力。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五、 审议并通过《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向关联方荆京平租赁写字楼以满足深圳分公司的经营需要，该事项符
合公司发展规划，交易价格公允。 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关联方荆京平董事及其一致行动人荆世
平董事、荆天平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６票赞成，３票回避，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六、 审议并通过《
关于对外投资暨成立香港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恒世诚 （
香港） 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拟），以满足公司贸易需求，提高公司贸易效率。
（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七、 审议并通过《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公司进行了本次会计政策的合理调整，使会计
政策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４７

证券简称：恒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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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淮明召集和
主持，采用现场会议及电话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向全体监事发出。 本
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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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通过此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二、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对《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审核，监事会认为在报告期
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状况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的发展与成长诉求，未发生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同意通过此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三、 审议并通过《
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暨对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地点以及相关对子公司增资的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
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要求，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及项目实
施的实质内容，适配公司战略发展需求。 监事会同意此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四、 审议并通过《
关于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次向关联方租赁写字楼作为经营场所，交易价格及交易模式严谨合理，符合市场公允
价格及相关惯例，不会对子公司业务和经营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侵害公司合法利
益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效应，监事会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五、 审议并通过《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
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没有损害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定，故监事会同意
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 年８月１９日
证券简称：恒铭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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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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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２０１２］４４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２１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
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相关内容
如下 ：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实际募集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关于核准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
２０１８】２０６１号”《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
Ａ股）３０，３７８，００３股，每股发行价格为１８．７２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５６８，６７６，
２１６．１６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５２６，２７１，１００．００元。 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９ 日对公司募集资金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
大信验字【
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２０１９】第３－００００２号”《
（
二） 募集基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５２６，２７１，１００．００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４，３２４，９３４．１３

其中：本年度使用金额

４，３２４，９３４．１３

加：累计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３，１１４，７８５．２６

减：手续费

３６５．２６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５２５，０６０，５８５．８７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
适用的监管要求》、《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８日分别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１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２０１９年３月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１２日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０．００万元
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 ２０１９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个月内
有效，在有效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序号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８１１２００１０１３６００４４７４５０

１９，７２５，８３８．５５

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３２５３９１４５００１８８０００３１９７８

１２，８９９，０３２．８０

３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１２４５９００００００５３６７４０

２２，４３５，７１４．５２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３２５３９１４５００１８８０００３１９７８

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理财

５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支行

１２４５９００００００５３６７４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理财
理财

６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８１１２００１１１２８００４８０８６９

１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８１１２００１１１２２００４８１８３２

１５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理财

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８１１２００１１１３８００４６２００６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理财

合计

５２５，０６０，５８５．８７

公司与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
重大差异，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其他相关规定，报告期内
协议履行情况正常。
三、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１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电子材料与
了《
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一现有生产车间技改”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３，３７５，７２４．７３元。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
并出具了“
大信专审字【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２０１９】第３－０００２７号”《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审核报告》，对于该事项，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发表
审核意见、独立董事通过发表独立意见予以确认。 以上资金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置换完毕。
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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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
用、管理及披露违规情形。
苏州恒铭达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附表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２，６２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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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已
变更项 募 集 资 金 调整后 投 本年度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目 （
含 承 诺 投 资 资 总 额 投入金
募资金投向
部分变 总额
（
额
１）
更）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４３２．４９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４３２．４９

项目达
截至期 截 至 期 末
到预定
是否 达
末累计 投 资 进 度
本年度实
可使用
到预 计
投入 金 （
现的效益
％ ）（
３） ＝
状态 日
效益
额（
（
２）
２）／（
１）
期

项
行
否
重
化

目
性
发
大

可
是
生
变

承诺投资项目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
否
级及产业化项目

５２，６２７．１１ ５２，６２７．１１

４３２．４９

４３２．４９

０．８２ 不适用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５２，６２７．１１ ５２，６２７．１１

４３２．４９

４３２．４９

０．８２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不适用
原因（
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不适用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 金的金 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不适用
况
关于变更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将募投项目 “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及产业化项目”之“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扩产”的实施地点由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变更为
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塔基路１５６８号及昆山市巴城镇毛许路路段。
关于变更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因原有规划场地已无法满足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扩产项目”的需求，为更好地实施募投项目，２０１９年公司与昆山市巴城镇招商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服务中心签署协议，拟使用募集资金、通过招拍挂方式购买巴城镇毛许路路段工业用地约４７．６亩（
具
体面积、尺寸以国土局测绘为准），用于建设“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目”。
关于用募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１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电子材料与器件升级及产业化项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目一现有生产车间技改”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３３７．５７万元。 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况
不超过６个月。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不适用
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不适用
原因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１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２日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确保不影响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用途及去向
金管理，自 ２０１９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个月内有效，在有效期限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无
其他情况

附表２：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
１）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项目达到
截至期末投
实际累计
预定可使
资进度 （
％ ） 用状态日
投入金额
（
３）＝（
２）／（
１）
（
期
２）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

－

不适用
合计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不适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