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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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麒麟

60358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辛彬 张金金

电话

0534-2119967 0534-2119967

办公地址 山东省乐陵市阜乐路

999

号 山东省乐陵市阜乐路

999

号

电子信箱

ad@chinabrake.com ad@chinabra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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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8,951,199.55 2,866,671,538.14 -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90,875,487.10 2,141,599,839.58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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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363,592.62 24,263,611.66 272.42

营业收入

792,429,184.80 686,275,211.84 1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946,645.83 36,271,737.93 18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1,443,914.89 22,670,147.95 25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4.69 1.68

增加

3.0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48 0.17 182.3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48 0.17 1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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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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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50 90,672,757 90,672,757

无

0

孙忠义 境内自然人

10.10 20,578,162 18,588,129

无

0

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4 7,012,698 0

无

0

国盛华兴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9 6,300,000 0

无

0

黄河三角洲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7 5,240,000 0

无

0

山东鑫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5,128,000 0

无

0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80 3,663,120 0

无

0

孙洪杰 境内自然人

1.02 2,081,353 0

无

0

孙玉英 境内自然人

0.90 1,843,653 0

无

0

刘荣良 境内自然人

0.89 1,804,053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山东金麒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乐陵金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分别为孙忠义

和孙鹏，孙忠义和孙鹏为父子关系外，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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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市场环境、行

业发展趋势，实施公司发展战略，专注于主营业务，在夯实现有市场的基础上，努力拓展新市场，规范运作，

科学决策，积极推动各项业务的发展。

1、 经营指标情况

受产品销售价格和销售数量提高以及人民币兑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92亿元，同比上升15.47%；实现营业利润1.19亿元，同比上升158.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亿元，同比上升183.82%。

2、 重点推进工作

（1） 市场营销方面

公司继续提升规模化供应能力，满足客户“小批量、多品种、多批次” 的要求，为客户提供采购整合方

案，提供“一站式” 采购服务。同时，公司继续加强客户沟通，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及时了解市场动向，解决

客户关心的问题，为客户提供宣传工具，增强客户信心。有计划的提高了产品价格；并与客户沟通，化解贸

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因素，实现了销售额的同比增长。

（2） 产品研发方面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丰富产品组合。提升研发人员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研发实力，走在市场

的前端。逐步完善产品研发流程，进一步完善公司制动摩擦材料配方体系，加快公司对市场需求的反应速

度，提升公司同步研发能力。

（3） 智能化生产方面

推进产品智能化生产的进程，从而提高经济效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报告期内公司有计划的推进《年

产600万套汽车刹车片智能工厂项目》的实施。采用自主设计制造和自主设计委外制造相结合的形式，并通

过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实现信息化、智能化和柔性化的智能制造。同时，完善了ERP升级项目、IPS项目

等多项信息化工程项目，积极推动生产现场的智能化生产以及办公自动化的进程。

（4） 人才建设方面

构建以实现公司战略目标为导向的人才队伍建设方案，完善员工培训体系，建立合理员工晋升通道，

通过多层级多形式的薪酬激励与考核方式，提升整体素质，通过自主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相结合的方式推

动公司的团队建设，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增强人才队伍实力，从而实现公司人才运营的良性循环。

（5） 回购公司股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内在投资价值的认可，为构建长期稳定的投资者队伍，树立公司良

好的资本市场形象，公司回购了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计划将回购的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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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586� � � �证券简称：金麒麟 公告编号：2019-065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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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43号《关于核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批准，本公司公开发行5,25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实际发行5,25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人民币21.3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121,925,000.00元，扣除证券承销费、保荐费等费用后，实际募集

的资金人民币1,039,840,000.00元。2017年 3�月30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

报字[2017]第ZC10268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731,920,947.74元，其中264,907,200.00元用于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000,000.00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167,013,747.74元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公司

实际收到银行存款利息及银行短期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27,660,482.92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335,579,535.18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银行短期理

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335,579,535.18元，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及结构性存款余额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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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3月29日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阳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济南高新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2017年6月2

日与全资子公司济南金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阳支行及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于2019年5月20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陵支行及保荐机

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四

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四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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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济南金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司共有8个募集资金专户，募

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 备注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济南分行

376010100101028717 19,800.00

募集资金专户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济南高新支行

532905264210802 60,031,007.74

募集资金专户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乐陵支行

1612007029200081943 9,387,772.01

募集资金专户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乐陵支行

1612007029200081819 1,364,547.76

募集资金专户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济阳济北支行

218232430075 597,204.06

募集资金专户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乐陵支行

227332419303 458,282.72

募集资金专户

济南金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济阳济北支行

239033092249 136,769,472.13

募集资金专户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乐陵支行

1612050719200009835 126,951,448.76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335,579,535.18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9年5月10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将《年产1,500万套汽车刹车片

先进制造项目》进行调整，缩减投资规模并将剩余的部分募集资金133,651,888.66元变更用于《年产600万

套汽车刹车片智能工厂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

披露的《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山

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1）。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情况

(二)�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经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8月22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3,984.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888.0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3,365.1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192.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

）

(4)＝(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年产

1,500

万套汽

车刹车片先进制

造项目

年 产

600

万套汽车

刹车片智

能工厂项

目

37,143.00

23,

777.81

23,777.81 20.80 23,859.56 81.75 100.34 2019

年

4

月

2,

082.49

不适用

无重大变

化

年产

600

万件高性

能汽车制动盘项

目

--- 24,850.00 --- 24,850.00 1,076.34 12,063.57 -12,786.43 48.55 2020

年

4

月

147.26

延期

无重大变

化

企业技术中心创

新能力建设项目

--- 11,991.00 --- 11,991.00 2,120.50 6,598.56 -5,392.44 55.03 2020

年

6

月

---

延期

无重大变

化

偿还银行贷款

--- 30,000.00 --- 30,000.00 0.00 30,000.00 0.00 100.00 2018

年

2

月

---

不适用

年产

600

万套汽车

刹车片智能工厂

项目

13,365.19 670.41 670.41 670.41 0.00 100.00

2019

年

12

月

---

不适用

无重大变

化

合计

13,365.19 103,984.00

23,

777.81

67,516.79 3,888.05 73,192.10 -18,097.12 ---

2,

229.7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

1

）因铸造行业发展趋势逐步以自动化生产线替代原始的手工铸造，对于铸造类自动化设备的需求量日益增

加，从而造成铸造设备的采购及安装周期延长，年产

600

万件高性能汽车制动盘项目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

2

）因部分设备的交期及安装周期延长，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项目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

5

月

26

日，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额为

26,490.72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

335,579,535.18

元。募集总额为

1,039,840,000.00

元，已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为

731,920,947.74

元，募集资金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手续费金额

27,660,482.92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

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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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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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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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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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编制财务报表，企业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均按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2019年8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金

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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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

表将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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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表：

将利润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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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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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填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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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使得公司的会计政策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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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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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一）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二）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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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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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六号一一汽车制造》、《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公司2019年半年

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汽车零部件行业

792,429,184.80 571,687,293.37 27.86% 15.47 6.41

提高

6.14

个百分点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刹车片

624,541,447.16 418,605,628.28 32.97% 17.60 9.53

提高

4.94

个百分点

刹车盘

154,713,878.92 142,949,568.58 7.60% 15.63 5.32%

提高

9.05

个百分点

其他

13,173,858.72 10,132,096.52 23.09% -38.50 -47.58

提高

13.32

个百分点

二、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三、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国内销售

84,244,969.80 -23.97

国外销售

708,184,215.00 23.06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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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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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12日以书面、电话

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并于2019�年8月22日在公司三楼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孙忠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魏学勤先生、朱

波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及《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 审议通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65）。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

（三）审议通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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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同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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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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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12日以书面、电话

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并于2019�年8月22日在公司二楼监事会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杨光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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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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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公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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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编制人员有泄漏报告信息的行为。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监事会认为：2019�年上半年度，公司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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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决策审批程序，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

相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占用、挪用募集资金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情况。《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65）。

（三） 审议通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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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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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无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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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珀莱雅

603605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叶峰 王小燕

电话

0571-87352850 0571-87352850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88

号珀莱雅大厦

9

楼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588

号珀莱雅大厦

9

楼

电子信箱

proyazq@proya.com proyazq@pro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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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051,852.57 2,860,042,557.71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92,766,547.43 1,694,310,463.85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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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32,383.60 221,630,728.70 -126.68

营业收入

1,327,789,574.81 1,041,537,520.45 2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393,100.68 128,925,429.52 34.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0,647,147.54 122,415,218.95 39.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9.78 8.52

增加

1.2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87 0.64 35.9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86 0.64 3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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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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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军呈 境内自然人

36.07 72,640,500 72,640,500

无

方玉友 境内自然人

24.26 48,858,000 48,858,000

质押

8,350,000

李小林 境内自然人

3.77 7,589,400 7,589,400

无

徐君清 境内自然人

3.68 7,419,900 7,419,900

质押

2,700,000

曹良国 境外自然人

3.60 7,258,35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未知

0.78 1,569,448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未知

0.55 1,099,876 0

未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1 1,025,945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美丽

30

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45 900,000 0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外贸信托·锐进

16

期中欧瑞博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42 849,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方玉友系侯军呈配偶方爱琴的弟弟，故侯军呈、方玉友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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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28亿元，同比增长27.48%，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3.27亿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73亿元，同比增长34.49� %。

1、主营业务收入变化原因

（1）按渠道拆分

电商渠道营收6.11亿元，占比46.01%，同比增长48.08%；

日化专营店渠道营收5.25亿元，占比39.57%，同比增长11.70%；

商超渠道营收0.95亿元，占比7.17%，同比增长13.10%；

单品牌店渠道营收0.74亿元，占比5.59%，同比增长10.45%.

其他渠道营收0.22亿元，占比1.66%。

（2）按品牌拆分

珀莱雅品牌营收11.74亿元，占比88.50%，同比增长26.28%

优资莱品牌营收0.53亿元，占比3.99%，同比增长10.42%

其他品牌营收1亿元，占比7.51%，同比增长53.85%

（3）按品类拆分

护肤营收12.05亿元，占比90.83%，同比增长27.81%

美容类营收0.39亿元，占比2.94%，同比增长209.78%

洁肤类营收0.83亿元，占比6.23%，同比下降2.09%

2、净利润变化原因

（1）归母净利润率由2018年半年度的12.38%同比上升至13.06%。

（2）毛利率由2018年半年度的62.18%同比上升至65.78%。

（3）销售费用率由2018年半年度的37.63%同比上升至39.40%（形象宣传推广费用率由2018年的20.70%

同比上升至24.35%）。

（4）管理费用率由2018年半年度的5.99%同比上升至6.72%（不含研发费用）。

（二）经营情况分析

1、主品牌珀莱雅重点发展

珀莱雅品牌营收占比88.50%，同比增长26.28%。

（1）品牌升级

基于品牌 “海洋” 的DNA， 与法国国家海藻研究机构 （CEVA）， 法国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机构

（CODIF）在法国布列塔尼联合发布全新精华家族，主打科技、品质、功效；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合作，

共同溯源珀莱雅天然安全的全球海洋原料，呼吁保护海洋；联合代言人黄明昊、罗云熙、知名KOL等表达

“趁年轻，去发现”的品牌精神。

（2）新品上市

推出4大新品系列：精华家族，包括烟酰胺美白精华以及胶原蛋白线雕精华；深海保湿酵母原液；极境

专效修护面膜；印彩巴哈insbaha彩妆粉底液和眼影盘。

（3）整合营销

通过《山海经》、《美国国家地理》等跨界营销。冠名浙江卫视《遇见你真好》、独家特约《青春环游

记》；通过品牌、代言人、粉丝进行联合营销；对爆品针对性营销。

2、电商渠道快速发展

2019年上半年电商平台营收占比46.01%，同期增长48.08%，其中直营占比47.30%，经销占比52.70%。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精细化运营各电商平台。

天猫：深度合作站外KOL及站内头部直播红人，对新客开展内容营销，对品牌会员深度运营，开展线上

线下新零售等。

京东：提前布局爆款单品如防晒、气垫CC的引爆工作，618期间与京东共创“一日一大牌” 活动，结合

代言人李易峰做明星粉丝引流，与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大网红开展带货直播。

分销渠道：区分各分销平台主推产品，品类、价位、店铺奖惩差异化。

社交渠道：分析社交人群喜好，抓住各平台的拉新节点，推广爆品品类和机会品类。

3、持续科研创新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在研发创新方面

取得以下成就：

（1）作为“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 ，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新获得8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同时新提交7

项发明专利申请。拥有发明专利51项。

（2）作为浙江省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珀莱雅主要参与制定的《美白润肤膏霜》浙

江制造团体标准已正式出版发行，并于2019年3月31日起施行。

（3） 珀莱雅通过中国轻工业联合会评定， 被授牌为 “中国轻工业化妆品功效研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突显了公司在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方面的能力。

（4）经专家评审和公示，公司高新项目《玉米醇溶蛋白制备萝卜硫素皮克林抗污染微乳的技术研究》

荣获“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三等奖” ；《槲皮素羟丙基β-环糊精包合物脂质体的制备技术研究》

获得浙江省重点高新技术产品；《曲霉发酵酱油过程中同步制备糖基神经酰胺的技术研究》获得浙江省重

点技术创新专项。

（5）公司荣获“中国轻工业科技百强企业” 。该奖项是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基于珀莱雅2018年度研发投

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重点实验室和研发中心数量、科技成果数量、科技奖项数量、发明专利数量

等六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分后的结果，是对珀莱雅科技创新能力的充分肯定。同时，公司还荣获浙江省保健

品化妆品行业协会颁发的“标准创新贡献”和“科技创新企业”两项殊荣。

4、供应链保障

供应链以信息集成、应用集成，基础平台整合为基础，遵循精益制造，资源共享、价值增值的先进性理

念，为快速变化的市场提供柔性的、短交期的、经济性的材料采购、生产制造和物流配送等供应链管理。

（1）采购部门定期与彩妆供应商、原料供应商、包材供应商交流新品趋势，为市场和销售部门输出前

沿的新技术、行业新知识和最新流行趋势，实现供应链对市场的服务前置。

（2）供应商管理平台SRM系统，为市场部门提供新品寻源、协助产品开发，实现原辅材料系统竞价，利

用SRM信息化管理手段，提升了供应链协同效率，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

（3）湖州生产基地不断扩充产能，为高速发展的市场提供生产制造保障，新购入全自动玻璃瓶清洗烘

干线、全自动洗护类灌装线、全自动水乳灌装线等，通过新设备的投入使用，提高了生产效率。

5、人力资源推动

（1）组织方面：推动平台型组织搭建，顺应外部市场变化，以产品端、品牌端为起点变革，围绕爆品策

略、新营销的业务模式推进组织变革；

（2）人才方面：人才选拔遵循年轻化、多元化、国际化的原则，公司大量启用85后、90后年轻人，同时引

进跨行业人才：如服装行业、淘宝内容运营公司、策略公司背景的人才，积极引进符合公司人才标准的国际

人才，建立开放、复合的人才运营机制；

（3）机制方面：改变以往“一元化”的激励机制，杜绝一刀切，根据不同事业单元、不同层级、不同职系

的人才设计多元化的复合激励机制，如中高管股权激励、各业务模块超额分享、内部创业合伙人，内部各部

门市场化等各种机制，充分调动了公司各级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完成业绩提供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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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本报告书之“第十节 财务报告” 之“五、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 之“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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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3605� � �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19-037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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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9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侯军呈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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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募集资金2019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39）。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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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603605� � � �证券简称：珀莱雅 公告编号：2019-038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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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9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叶娜娜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现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有关规定。

（2）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公允

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3）2019年半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 未发现本公司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4）监事会保证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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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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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募集资金2019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39）。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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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公司2019年半年度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

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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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的规定而作出的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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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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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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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证公字［2013］13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现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珀莱雅” 或“公司” ）2019年半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78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5.34元，共计募集资金

767,000,000.00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51,886,792.45元后的募集资金为715,113,207.55元，已由主承销商国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

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17,499,960.00元后，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697,613,247.5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2017〕449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47,417.97万元， 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为1,035.50万元。

2019年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1,686.18万元。2019年半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107.55万元，截至2019年6月30日，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59,104.15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

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143.05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应有余额11,800.22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

费等的净额）,募集资金账户实际余额为11,837.95万元，差异系募集资金余额中包含尚未支付的上市费用

37.73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

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西湖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吴兴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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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有4个募集资金专户，均为活期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吴兴支行

1205230029888055818 37,319,460.97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571907097910304 489.00

活期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76790188000805140 80,727,964.76

活期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

15000090559246 331,570.94

活期

合 计

118,379,485.67

备注：年初，公司共有5个募集资金专户，均为活期账户。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银行账户（20000032392800019278906）余额为0，该账户已于2019年6月21日注

销。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2017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产品中心建设项目” 和“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效益因反映在公司整体经济效益中，故无法单独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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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其他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存在延期的事项

2017年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运

营情况和未来行业技术的发展方向，为了继续保持公司技术、工艺的先进性，进一步适应市场的需求，公司

拟对该项目的部分机器设备进行优化调整。由于对主要设备的购置、安装及调试周期相对较长，公司本着

审慎和效益最大化原则，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

2018年11月延期至2020年2月29日。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1-6月

编制单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761.32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686.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9,104.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1.

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否

47,516.83 47,516.83 47,516.83 5,148.59 48,061.43

544.60

[

注

1]

101.15 2019

年

5

月

3,518.46

[

注

2]

是 否

2.

产品中心建

设项目

否

16,793.42 16,793.42 16,793.42 5,575.45 9,299.95 -7,493.47 55.38 2019

年

11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

湖州分公司

化妆 品 生 产

线 技 术 改 造

项目

否

5,451.07 5,451.07 5,451.07 962.14 1,742.77 -3,708.30 31.97

2020

年

2

月

[

注

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 计

69,761.32 69,761.32 69,761.32 11,686.18 59,104.15 -10,657.1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产品中心建设项目、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均处于建设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

2017

年

12

月

12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建设的自筹资金共计

21,735.57

万元。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2

日以募集资金置换出预先已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1,735.57

万元。其中：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21,372.15

万元，产品中心建设项目

349.92

万元，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13.50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2017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5,000

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资金管理，该额度可滚动使用，自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

月内有效；

2018

年

10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3,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资金管理，该额度可滚动使用，自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月内有效。

2018

年度公司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滚动购买累计

3.5

亿元结构性存款， 理财收益

300.74

万元，均已于

2018

年如期赎回。

2018

年度公司在招商银行杭州余杭支行滚动购买累计

1.5

亿元结构性存款，理财

收益

106.30

万元， 均已于

2018

年如期赎回。

2018

年度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滚动购买累计

4.7

亿元结构性存款，理财收益

500.59

万元；至

2018

年年末尚余结构性存款

8,000

万元，理财收益

81.07

万元，已于本

报告期间如期赎回，理财收益

81.07

万。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理财余额为

0

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报告期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已全部完成投入，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承诺投入金额544.60万元，是由

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理财等产生的利息收入，一并投入项目建设。

注2：营销网络建设项目主要投向形象宣传推广活动，同其他的支出一并产生效益。该项目本半年度实

现的效益金额采用本报告期该募投项目支出金额占销售费用中形象宣传推广费的比例分摊的半年度效益

列示。

注3：经公司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湖州分公司化妆品生产线技术

改造项目的实施完工进度期至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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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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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二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

(

支

)

销量

(

支

)

营业收入（元）

护肤类

26,748,968 22,477,115 627,640,300

洁肤类

2,746,713 2,307,954 36,047,777

美容类

1,250,886 601,687 21,440,993

二、2019年第二季度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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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季度，公司主要产品的价格详见下表：

主要产品

2018

年二季度平均售价

（元

/

支）

2019

年二季度平均售价

（元

/

支）

变动比率

护肤类

26.71 27.92 4.53%

洁肤类

15.25 15.62 2.43%

美容类

29.70 35.63 19.97%

本期美容类产品平均售价较去年同期增长19.97%，主要由于2019年二季度粉底液等售价较高的产品销

售量占比同比增加所致。

（二）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有保湿剂、活性物、油酯蜡、乳化剂、防晒剂、包装物等。

1、保湿剂

由于甘油、1.3丁、1.2丙等大料受环保、汇率等影响市场行情持续上扬，2019年第二季度采购单价较2018

年第二季度上涨4.48元/KG，涨幅9.32%。

2、活性物

公司产品升级换代，添加的功效成分越来越好，2019年第二季度采购单价较2018年第二季度上涨21.25

元/KG，涨幅18.79%。

3、油酯蜡

有机硅市场供货较紧，2019年第二季度采购单价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略微上涨1.88%。

4、乳化剂

由于乳化剂供应商受环保、汇率、贸易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涨价，故2019年第二季度采购单价较

2018年第二季度上涨28.41元/KG，涨幅19.48%。

5、防晒剂

受供应商产能影响，今年市场依旧紧缺，相关原料持续上涨等因素价格大幅上涨，2019年第二季度采

购单价较2018年第二季度上涨131.35元/KG，涨幅38.25%。

5、包装物

2019年第二季度包装物的采购单价与2018年第二季度基本持平，略微上涨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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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8月23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5

2019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605� � � �公司简称：珀莱雅

半年度

报告摘要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586� � � �公司简称：金麒麟

半年度

报告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