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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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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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２７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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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王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２４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唐小芬

证券事务代表
朱立裕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１６０１号海洋王科 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１６０１号海洋王科
技楼
技楼

办公地址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２４２６６６转６５１３

０７５５－２３２４２６６６转６５１９

电子信箱

ｏｋ＠ｏｃｅａｎｓｋ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ｚｈｕｌｙ＠ｏｃｅａｎｓｋ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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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５５０，２６３，６２２．７６

４９０，５２７，１１４．３６

１２．１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３９，６１３，９３６．１２

３３，４８３，９８７．００

１８．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２１，６４８，１４８．８６

１８，２５０，５７１．１４

１８．６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４９，４５４，４２４．６９

－７３，６８５，５２６．４９

３２．８８％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４６５

１８．２８％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５５０

０．０４６５

１８．２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０６％

１．９０％

０．１６％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２９，５１８，０３３．０２

２，１９１，１０４，１３３．８７

－７．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８６６，２７７，９７４．１９

１，８９８，６７２，５６６．９４

－１．７１％

３、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 复 的 优
１７，８５６
如有）
先股股东总数（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周明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自然人

持股数量

７０．４２％ ５０７，０４９，７３８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４．４３％

３１，８９３，７５０

０ 质押

徐素

２．８５％

２０，５０４，８６５

０

境内自然人

数量

３８０，２８７，３０３

江苏华西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
有限公司
人
招商证券资
管－浦发银行－
招商智远海洋 其他
王１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０．９７％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０．８０％

５，７６３，０６０

０

李彩芬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２，５６５，０００

２，５６５，０００

刘记沁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２，４０９，３９３

０

李剑东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２，２３５，８８０

０

黄修乾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８％

２，０２９，０５０

１，８６７，８００

７，００９，７４０

３１，８９３，７５０

０

陈艳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１，４４０，０００

１，０８９，６００

杨志杰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０％

１，４４０，０００

１，０８０，０００

质押

１，０８０，０００

冻结

３５０，４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１０名股东中周明杰、徐素之间是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的说明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１０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李剑东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２，１７０，３８０股，通过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６５，５００股； 前１０名普通股股东中的其他股东均未通过投资者
如有）
明（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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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工业照明领域也从单一的照明模式进入到“
照明＋互联
随着“
网”的新时代。 工业照明向“
照明＋互联网”的转变，须以技术驱动发展，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未
来公司将积极推进照明产品与互联网相结合，培养具备二次开发和维护的能力，拓展国内外
新市场。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将以愿景和使命为牵引，围绕公司长期战略目标及中期经营目标，继
续以“
照明＋互联网”技术为驱动，推进方针管理，使经营课题明确、重点突出，围绕目标做有价
值的事情，应对内外部的环境变化，不断解决经营和变化中的问题，增强企业体质，促进公司
在新领域发展壮大成为企业支柱，引领工业照明行业发展。
最终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５５，０２６．３６万元，同比增长１２．１８％；实现净利润３，９６１．３９万元，
同比增长１８．３１％。
收入增长的原因：深挖客户需求；以技术驱动新领域作为企业发展支柱。
净利润增长的原因：首先是公司收入增长带来毛利的增加；其次为公司持续深化自主经
营，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在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在产品技术上不断开拓创新，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在特殊照明领域的优势
地位。
（
一）“
照明＋互联网”多功能照明系统产品销售实现快速增长
国家对安全生产、安全运输、高危行业的照明灯具设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对安全生产环节
的过程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照明产品除原有的照明功能外，还能够在线诊断、影像
留存。 通过长期市场调研以及公司对“
照明＋互联网”技术的大规模研发投入，“
照明＋互联网”
产品的销售收入已实现快速增长，公司凭借现有的“
照明＋互联网”技术，在特殊环境照明领域
已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
照明＋互联网”产品赢得了市场的广大认可。 集照明＋摄像监控＋后台管理
为一体的移动终端设备在铁路、公安、消防、油田石化等行业得到客户广泛认可，同时在电网、
电厂、军工等行业逐步推广应用。 今年６１８期间，公司与京东工业品合作，进行了多轮的现场考
察、跟班试灯，确认考察客户作业环境及作业性质后，定制开发铁道巡检装置，将照明、信号、
记录多种功能合而为一。 联手打造铁路定制化照明设备，形成优势互补，为客户提供一体化的
解决方案，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
二）全新控制器产品的开发取得巨大进展和突破
智能控制技术、无线传输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公司在前期“
照明＋控制”产品的基础上，
实现技术升级，推出了全新的无线控制产品，解决客户在原有控制器产品的布线、安装中存在
的问题。 新型控制器产品的成功上市，不仅为公司快速抢占市场提供助力，也为下一步公司
即物联网）产品的推广和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ＩＯＴ（
报告期内，控制器产品的销售取得突破，公司联合冶金企业对其厂房进行改造，实现对厂
房灯具的远程控制，按需亮灯（
定时控制、分组控制、微波感应），环境监控（
照度感应、温湿度
探测）、设备运行数据采集、分析及故障自动申报等功能，满足设备运行和检修照明需求的同
时，大幅度降低企业的照明能耗和维护成本，真正实现智能化的管理模式。
（
三）持续推动激光光源、ＯＬＥＤ等新型光源产品的开发和应用
公司持续加大对新光源技术的投入，积极开展激光白光照明光源、红外激光光源、ＯＬＥＤ
照明技术等研发工作。 通过验证性产品的开发和试验，公司逐步积累激光等新型光源的开发
技术及经验，这将成为日后公司产品快速响应市场、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石。
报告期内，公司在军工、公安消防行业推出激光光源产品，并形成了销售订单。
（
四）优化与供应商一体化的生产体系
供应商参与新产品早期开发，优化设计、明确重点质量需求和质量管控需求；通过各类交
流活动，需求信息共享，明确目标，满足客户交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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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 五－４４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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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２４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７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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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
２１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１６０１号海洋王科技楼６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书面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应到董事１３人，实到董事１３人。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由周明杰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表决，本次董事会形成以
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１３票，占出席会议董事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
弃权：０票；
反对：０票。
同意对外报送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摘要。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股票代码：０００６２９

股票简称：攀钢钒钛

证券简称：海洋王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２４

股票简称：海洋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8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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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
２１日在深圳市光明新区高新路１６０１号海洋王科技楼６楼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
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书面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应到监事３名，实到监事３名，
分别是潘伟、李刚、卢志丹。 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潘伟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本次监事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同意：３票，占出席会议监事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
弃权：０票；
反对：０票。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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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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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
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同意：３票，占出席会议监事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
弃权：０票；
反对：０票。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证券时
《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同意：３票，占出席会议监事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
弃权：０票；
反对：０票。
监事会认真审阅了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认为：本次公司对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
政部、证监会、深交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要求，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１． 《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洋王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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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证券”）作为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海洋王”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
公司法》、《
证券法》、
简称“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定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对海洋王
要求，仔细审阅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１０５５号”文核准，海洋王公开发行５，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股
票，发行价格８．８８ 元／股，其中，网下发行 ５００万股，网上发行 ４，５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４４，４００．０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３９，８０４．１６万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审亚太验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到位，并已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字［
验资报告》。
２０１４］０１１１６１号《
（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项目使用

置换募集资金

合计

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

１５，５１９，１６９．７５

９，５６０，４６６．４０

２５，０７９，６３６．１５

生产线建设项目

５１，５８３，０５４．８１

１９２，１０４，２２１．４８

２４３，６８７，２７６．２９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５，００２，４８６．９７

３１，９９５，１９８．３３

４６，９９７，６８５．３０

合计

８２，１０４，７１１．５３

２３３，６５９，８８６．２１

３１５，７６４，５９７．７４

２、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元
明细

金额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募集资金净额

９３，３９９，８５８．９９

加：２０１９年６月存款及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７８８，７５０．５２

加：收回结构性存款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减：２０１９年６月支付银行手续费

１，５００．８８

减：购买结构性存款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减：生产线建设项目结项转出

１３０，５７２．７２

减：募集资金项目使用

８，２２９，０２２．４７

其中：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

２，０６４，３７５．２７

生产线建设项目

６０２，６０８．５３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５，５６２，０３８．６７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余额

５，８２７，５１３．４４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已按照 《
公司法》、《
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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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海洋王照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２０１４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业经海洋王２０１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
海洋王照明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海洋王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
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海洋
王（
东莞）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洋王东莞公司”）实施，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照明工程公司”）实施，本次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以增资方式将募集资金进行投入。 为了加强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的监管，在本次增资前，海洋王东莞公司、照明工程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海
洋王东莞公司、照明工程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南油支
行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三个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分别签订《
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公司、海洋王东莞公司、照明工程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南油支行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 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
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延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毕，拟将实施完毕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
资金（
含利息收入）共计人民币７３．２８万元（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已经保荐机构核查、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已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
日经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注销了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
支行账号为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３０８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实际节余资金１３０，５７２．７２元转入基本户。
（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截止日余额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
支行

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１１２

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
支行

７５５９０１７２１７１０６０８

存储方式

３，４６５，０４１．６３
２，３６２，４７１．８１

合计

活期
活期

５，８２７，５１３．４４

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９，８０４．１６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０５，１４８．８０
项目

净利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１９年６月末
３０６，５８５，７９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８年末
５１１，７３４．５９

负债总额

３２，３９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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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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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
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２０１２］４４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２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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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２０１９年０６月３０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１、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４］１０５５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４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股票５０００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８．８８元。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止，本公司共
募集资金４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发行费用４５，９５８，４３１．５０元，募集资金净额３９８，０４１，５６８．５０元。
截止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
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
中审亚太验字［
２０１４］０１１１６１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募集资
变更项 金承诺
含部 投资总
目（
分变更）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１）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２）

截至期末
项目可行
项目达到
投资进度
预定可使 本年度实 是否达到 性是否发
（
％）
用状态日 现的效益 预计效益 生重大变
（
３）＝（
２）／
期
化
（
１）

募集资金项目使用

置换募集资金

合计

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

１５，５１９，１６９．７５

９，５６０，４６６．４０

２５，０７９，６３６．１５

生产线建设项目

５１，５８３，０５４．８１

１９２，１０４，２２１．４８

２４３，６８７，２７６．２９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５，００２，４８６．９７

３１，９９５，１９８．３３

４６，９９７，６８５．３０

合计

８２，１０４，７１１．５３

２３３，６５９，８８６．２１

３１５，７６４，５９７．７４

单位：人民币元

３．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承诺投资项目
１、 生产线建设项
目

否

３３，
５８５．２８

２４，
３３３．２３

６０．２６

２４，
４２８．９８

１００．３９％

２、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１４，
４８１．３８

１０，
４９２．０６

５５６．２
０

５，
２５５．９７

５０．０９％

３、 国内营销中心
扩建项目

否

承诺投 资项目 小
计

６，
９７７．４５

５，
０５５．３１

２０６．４
４

２，
７１４．４０

５５，
０４４．１１

３９，
８８０．６０

８２２．９
０

３２，
３９９．３５

２０１５年９
月

３，９６１．３９

是

否

不适用

否

明细

金额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募集资金净额

９３，３９９，８５８．９９

加：２０１９年６月存款及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

７８８，７５０．５２

加：收回结构性存款
不适用

５３．６９％

否

３，９６１．３９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减：２０１９年６月支付银行手续费

１，５００．８８

减：购买结构性存款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减：生产线建设项目结项转出

１３０，５７２．７２

超募资金投向

减：募集资金项目使用

８，２２９，０２２．４７

归还银行贷款（
如
有）

其中：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

２，０６４，３７５．２７

生产线建设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如
有）
超募资 金投向 小
计
５５，
０４４．１１

合计

３９，
８８０．６０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８２２．９
０

３２，
３９９．３５

３，９６１．３９

截至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均未达
到计划进度，原因系是由于市场行情变化，公司对研发中心及国内营销
中心投入较少，详见“
三、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差异情况的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上市前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先期
投入生产线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共计２３，
特殊普通合伙）对以募集资金置换
３６５．９９万元。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鉴证报告（
中审亚太审
字［
２０１４］０１１２１１号），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 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３，３６５．９９ 万元置换公司先期投
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关于部分募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同意将上述募投
项目专户节余资金（
含利息收入）７３．２８万元（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
户余额为准），同时注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
注销了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支行账号为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３０８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并将实际节余资金１３０，５７２．７２元转入基本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
全资子公司） 在招商银行购买了２５，
东莞）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结构性存款，海洋王（
司）在招商银行购买了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结构性存款，剩余５，８２７，５１３．４４
元存放在指定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差异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原投资计划，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合计１０，４９２．０６ 万元，其中第一
年（
指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日起至其后第 １２ 个月，第二年 以此类推）投入４，５８５．２７万
元，第二年投入４，５８５．２７ 万元，第三年投入１，３２１．５２万元，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合计 ５，０５５．３１ 万元，其中第一年投入１，７９０．６９ 万元，第二年投入１，７９０．６９ 万元，第三年
投入１，４７３．９３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与上市时披露的募集资金
当年预计使用金额差异超过３０％，系市场行情变化，公司投入较少。
四、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合规性核查
通过核查，我公司认为：
１、海洋王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该账户未存放非募集资金，
也为未用作其他用途，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２、海洋王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
行为，其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保荐代表人：陈轩壁 俞新平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７２４

股票简称：海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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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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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财政部发布 《
会［
２０１９］６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按照本通知要求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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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
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
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由于上述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
一）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的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
（
二）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有关
规定。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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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
表格式进行以下变动：
１．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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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原“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
１．２新增“
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债权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企业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长期债权投资的期末
１．３新增“
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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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原“
２．利润表
减：资产减值损失”项目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２．１原“
－”号填列）”。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
２．２新增“
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
２．３新增“
损失。
３．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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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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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权益
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
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填列。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财务报表项目列示，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影响；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涉及公司对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政策变更进行的调整，符合
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高会计
信息质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对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证监会、深交所等相关规定，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要求，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能更准确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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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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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备查文件：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１． 《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
４．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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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证券简称：华鑫股份

６０２，６０８．５３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５，５６２，０３８．６７

２０１９年０６月３０日余额

５，８２７，５１３．４４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
公司法》、《
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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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等法律
法规，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以下
简称“
管理制度”），该《
管理制度》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２０１４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
业经本公司２０１４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根据《
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本公司经
营需要，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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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证
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生产线建设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由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海
洋王（
东莞）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洋王东莞公司”）实施，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由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照明工程公司”）实施，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以增资方式将募集资金进行投入。 为了加强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募集
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监管，在本次增资前，海洋王东莞公司、照明工程公司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本公司、海洋王东莞公司、照明工程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募
圳南油支行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上述三个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分别签订《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根据签订的《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海洋王东莞公司和照明工程公
司单次或１２个月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以上的或募集
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５％（
以较低者为准）的，公司应当以书面形式知会保荐代
表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保荐代表人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商业
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
本公司、海洋王东莞公司、照明工程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南油支行和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
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延期、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毕，拟将实施完毕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节余
资金（
含利息收入）共计人民币７３．２８万元（
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上述事项已经保荐机构核查、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并已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
日经公司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注销了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
支行账号为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３０８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实际节余资金１３０，５７２．７２元转入基本户。
截至２０１９年０６月３０日止，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
支行

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１１２

截止日余额
３，４６５，０４１．６３

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
支行

７５５９０１７２１７１０６０８

２，３６２，４７１．８１

活期

生产线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南油
支行

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３０８

０．００

注销

合计

存储方式
活期

５，８２７，５１３．４４

其中账号为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３０８的募集资金账户已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０１９年１至６月
编制单位：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９，８０４．１６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８２２．９０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３２ ，３９９．３５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是否已
承诺投资项目
变更项 募集资金承
和超募资金投
含部 诺投资总额
目（
向
分变更）

截至期末
本年度 截至期末累 投资进度
调整后投资
投入金 计投入金额
（
％）
总额（
１）
额
（
（
２）
３）＝（
２）／
（
１）

项目达
是否
到预定
本年度实 达到
可使用
现的效益 预计
状态日
效益
期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生产线 建 设
项目

否

３３，５８５．２８

２４，３３３．２３

６０．２６

２４，４２８．９８

１００．３９％

是

否

２、 研发中 心 建
设项目

否

１４，４８１．３８

１０，４９２．０６

５５６．２０

５，２５５．９７

５０．０９％

不适
用

否

３、 国内营 销 中
心扩建项目

否

６，９７７．４５

５，０５５．３１

２０６．４４

２，７１４．４０

５３．６９％

不适
用

否

５５，０４４．１１

３９，８８０．６０

８２２．９０

３２，３９９．３５

３，９６１．３９

５５，０４４．１１

３９，８８０．６０

８２２．９０

３２，３９９．３５

３，９６１．３９

承诺 投 资项 目
小计

２０１５年
９月

３，９６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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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均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系是由于市场行情变化，公司对研发中心及国
内营销中心投入较少，详见“
三、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差异情况的
说明”。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 上市前公司已利用自有资金
先期投入生产线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共
计２３，３６５．９９万元。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鉴证报告
（
中审亚太审字［
２０１４］０１１２１１号），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 议案》， 同 意公 司本次 以募集 资金 人民币 ２３，
３６５．９９ 万元置换公司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同等金额。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关于部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经全体董事表决，一致同意
将上述募投项目专户节余资金（
含利息收入）７３．２８万元（
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同时注销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
已 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 注 销 了 招 商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南 油 支 行 账 号 为
７５５９１７０２７１１０３０８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将实际节余资金１３０，５７２．７２
元转入基本户。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深圳市海洋王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
全资子公司） 在招商银行购买了
东莞）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全资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结构性存款，海洋王（
子公司）在招商银行购买了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结构性存款，剩余５，８２７，
５１３．４４元存放在指定的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２、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差异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原投资计划，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合计１０，４９２．０６ 万元，其中第一
年（
指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日起至其后第 １２ 个月，第二年 以此类推）投入４，５８５．２７万
元，第二年投入４，５８５．２７ 万元，第三年投入１，３２１．５２万元，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合计 ５，０５５．３１ 万元，其中第一年投入１，７９０．６９ 万元，第二年投入１，７９０．６９ 万元，第三年
投入１，４７３．９３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与上市时披露的募集资金
当年预计使用金额差异超过３０％，系市场行情变化，公司投入较少。
３、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止２０１９年０６月３０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共计人民币２３３，
６５９，８８６．２１元，具体运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预算项目投资金额

自筹资金已投入金额

生产线建设项目

２４３，３３２，３００．００

１９２，１０４，２２１．４８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１０４，９２０，６００．００

３１，９９５，１９８．３３

国内营销中心扩建项目

５０，５５３，１００．００

９，５６０，４６６．４０

合计

３９８，８０６，０００．００

２３３，６５９，８８６．２１

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已经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专项审
核，并出具了“
中审亚太审字［
关于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２０１４］０１１２１１号”《
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２０１４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时公司全
体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截止２０１９年０６月３０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余额为人民币８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名称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招商银行结构性存款
合计

金额

购买日

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０４月１０日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９年０５月３０日

到期日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３７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代资产管理计划）涉及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２１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项目

８２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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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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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
一）担保概述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钛业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米易县支行（
以下简称“
农行米易县支行”）
的２．３亿元流动资金贷款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到期。 为确保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开展，钛业公司向农
行米易县支行申请２．３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根据农行米易县支行授信条件，此笔贷款需由公司提
供担保。
（
二）审议情况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２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批准年度资
金预算内资金业务及对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并授权财务负责人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和建设资金需求， 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全资子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的银行授信提供总额不
超过７．８亿元的担保，具体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关于２０１９年
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
本次担保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
三）担保合同签署情况
保证合同》，为钛业公司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公司与农行米易县支行在四川省攀枝花市签署了《
向农行米易县支行申请人民币２．３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５１０４００７６５０６９０３４Ｐ
单位名称：攀钢集团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四川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
主要办公地址：四川攀枝花钒钛产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王长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３６亿元整
成立日期：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４日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化工产品（
含危险品）（
按许可证许可范围及期限从事经营）；加工、销售
钛原料；生产、销售钛白粉；钛产业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
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系：钛业公司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
钛业公司财务状况：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９

同意：１３票，占出席会议董事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
弃权：０票；
反对：０票。
证券时
《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保荐机构对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对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意见，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１３票，占出席会议董事所持表决权的１００％；
弃权：０票；
反对：０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会计政策变更进行的调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
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发表了意见，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ｃｎ）。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备查文件：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１． 《
２．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元）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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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全年

４８８，５０８．３８
２８７，９０６．６０
２００，６０１．７８
２０１９年１一６月

４６７，５２５．２７

２１９，９３４．１９

８，９９７．７４

－２，２５２．７２

５１，２９１．００

－３９，４７０．４２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短期流动资金借款，本金数额（
币种及大写金额）为人民币贰亿叁仟
万元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民事
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及迟延履行金，以及诉讼（
仲
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被担保的全资子公司目前财务
状况稳定，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上述担保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 鉴于钛业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至２０１９年８ 月２２ 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公司为钛业公司累计提供担保４．３０亿元，占２０１８
年末公司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５．８１ ％。
除上述担保事项，公司不存在其他担保事项。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２．钛业公司与农行米易县支行签订的《
保证合同》。
３．公司与农行米易县支行签订的《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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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代资产管理计划，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华鑫证券”）为原告；
鑫南５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华鑫证券作为 “
（
以下简称“
鑫南５号”）通道管理人，仅严格按照委托人的指令处理“
鑫南５号”事务，该资产管
理计划对债务人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担保人郭鸿宝的债权权益实际
归属委托人所有， 故本案件的最终诉讼结果由委托人实际承受， 与华鑫证券及上市公司无
关。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就与宁波坚瑞新能源投
有限合伙）、郭鸿宝质押式证券回购纠纷一案，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６日向上海市高级
资合伙企业（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２日披露的《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代资产管理计划）涉及诉讼的公告》。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现一审审理已
终结。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华鑫证券收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判决书》（
（
２０１８）
沪民初７０号），判决内容如下：
（
一）被告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回购交易金额人民币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
（
二）被告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利息及违约金， 其中自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１日起至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０日
止的利息，以初始交易金额人民币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为基数，按年利率６．６％标准以计算；自２０１８
年４月１１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违约金，以初始交易金额人民币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为基数，按年
利率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
（
三）被告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

告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律师费人民币３５０，０００元及保险费人民币７００，０００元；
（
四）若被告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不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原告华鑫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在上述付款义务的范围内，与被告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协商，以被告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质押的“
坚瑞沃能”（
证券代
码为３００１１６）２０５，７２０，５０８股股票及相应孳息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质押财产所得的价款
优先受偿。 质押财产折价或者拍卖、变卖后，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被告宁波坚瑞新
有限合伙）所有，不足部分由被告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伙）继续清偿；
（
五）被告郭鸿宝对被告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述第（
一）、（
二）、
（
三）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郭鸿宝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波坚瑞新能
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追偿；
（
六）驳回原告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３，８３０，７８３．３３元（
已预缴人民币３，８３０，７８３．３３元）、财产保全费人
民币５，０００元， 合计人民币３，８３５，７８３．３３元， 由原告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人民币３５，
有限合伙）、被告郭鸿宝共同承担人民币３，
７８３．３３元，由被告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８００，０００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最高人民法院。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华鑫证券作为“
鑫南５号”的通道管理人，按照约定，在合法合规范围内，仅严格遵照委托
人的指令处理“
鑫南５号”事务，该资产管理计划对债务人宁波坚瑞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担保人郭鸿宝的债权权益实际归属于委托人所有，故本案件的最终诉讼结果由委
托人实际承受， 与华鑫证券及上市公司无关。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华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 ８月２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