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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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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岭民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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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王乐毅

办公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３１９号新天
地大厦１３楼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金星中路３１９号新天
地大厦１２楼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８９３６１２１

０７３１－８８９３６１５５

５７１８０１３９２＠ｑｑ．ｃｏｍ

３０３７３６３９８＠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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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１，１３６，５０６，５０９．８０

９７２，０６２，８５８．１２

１３，７１９，７８１．７８

１２，１５１，９２８．０８

１２．９０％

９，９６４，７８６．４８

１，４０３，５８６．１０

６０９．９５％

－２８，２４３，００７．９７

－２２１，７３１，０００．８８

８７．２６％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３２７

１３．１５％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３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６９％

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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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本报告期末

１６．９２％

１３．１５％
０．０９％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元）

３，７３５，１１５，５５８．６０

３，７２４，６６４，００９．１１

０．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３４．３９

１，９９０，９２２，７５３．３０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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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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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湖南省南岭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４１．６２％

１５４，５４５，
９１２

０

湖南神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３０％ ８６，４９２，９００

０

＃乌鲁木齐益丰年 境内非国有
股权投资管理有
法人
限合伙企业

１．７７％

６，５６２，６７３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５％

４，２７９，１００

０

＃朱宇雷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４％

２，３７８，４００

０

津杉华融（
天津）
产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国有法人

０．６１％

２，２４７，９００

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６０％

２，２３４，５２２

０

郭惠平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６％

１，７００，０００

０

０．３８％

１，４２７，５００

０

０．３８％

１，４２５，８００

０

上海景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景富
其他
和１期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赵京晶

境内自然人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神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为湖南新天地投
说明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１）境内非国有法人股东乌鲁木齐益丰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持有公司的６，
５６２，６７３股股票全部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２）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自然人股东朱宇雷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
如有）
股票２，２００，０００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１７８，４００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２，
３７８，４００股；（
３）自然人股东赵京晶持有公司的１，４２５，８００股股票全部通过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４、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５、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１０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６、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
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是
民用爆破相关业
报告期内，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同步放缓，中美贸
易摩擦升级，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 在煤炭矿山等行业加速产能退
出、环保整治越来越严的大背景下，民爆行业已经进入需求增速放缓期、过剩产能消化期、结
构调整深化期“
三期并存”发展阶段。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民爆行业生产总值和工业炸药产销量同比有不同程度增长，但全国民爆
行业总产能严重过剩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并未有根本性改变。 公司所在湖南省内市场需
求止跌回升，但仍处于低位水平。 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和民爆行业发展现实状况，结合企
业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审时度势，沉着应对，科学研判，围绕“
深化改革促转型，加强管理保
增收”工作主题，坚持抓实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强管理、降成本、控风险等工作措施，着力
破解改革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确保了公司平稳和谐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１３，６５０．６５万元，同比上升１６．９２％，利润总额１，９５０．７３万元，
同比上升５．３９％，净利润１，４８０．６６万元，同比上升７．１９％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７１．９８万元，同比上升１２．９％，每股收益０．０３７元，同比上升１３．１５％。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
１）巩固区域优势，维护省内市场，积极拓展省外新市场。
（
分销制”改革和“
三项制度”改革攻坚，稳步推进企业瘦身健体，公司市场活
２）全力推进“
力得到进一步激发。
（
３）全面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落实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确保了安全生产平稳态势。
（
４）加强精细化管理，采取各种降本增效措施，把好成本控制关，通过内外对标分析，加强
人工成本管控。
（
５）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及清理，明确压减目标和职责，逐月考核，应收账款压减初见成效。
（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抓实学习教育，搞好调查研究，深入检
６）扎实开展“
视问题，推进整改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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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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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按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
规定编制２０１９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本公司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文件有
关规定，对２０１９年中期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调整内容如下：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二个项目；
１、将原“

股票简称：ＳＴ银亿

股票代码：０００９８１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９６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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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原“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３、新增“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４、将利润表“
－”号填列）”；
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５、“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项目之
６、将“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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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
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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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新增湖南南岭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纪明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９６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２９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与关联方签署《
关联交易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规范公司与关联方湖南南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岭精细化工”）的关联交
易行为，确保关联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则及市场变化情况，公司所属南岭前海工贸（
深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前海工贸
公司”）与南岭精细化工就销售工业油酸、复合蜡、山梨糖醇、石蜡、大豆磷脂油等关联交易有
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并拟定了协议条款。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案》。 审议上述议案，关联董事陈纪明先生、郑立民先生和孟建新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事项无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南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泷泊镇双北路６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劲松
注册资本：１５００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３１１２３３２０６６０７５３１
经营范围：精细化工产品（
含复合乳化油相、改性油相、膨化复合蜡、改性剂、膨化添加剂、
斯苯－８０、复合乳化剂）炸药辅助添加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湖南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占股１００％），实际控制人为湖
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南岭精细化工系湖南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南岭化工”）于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出资１５００万元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专注乳化剂和油箱的研究与应用，主
导产品有乳化Ｓ－８０、多型号复合乳化剂、多型号乳化复合油箱、多型号一体化油箱、膨化复合
蜡、膨化一体化油箱、膨化剂、改性剂、发泡剂等产品。 ２０１８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该公司近三年主营业务平稳发展。
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公司总资产１７８９万元，净资产１２２６万元，营业收入 ４６０１万元，净
利润－２７５万元（
经过审计）；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该公司总资产２１７３万元，净资产 １２３７万元，营业收入１８８５万元，净
利润１１万元（
未经过审计）。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及《
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南岭精细化工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岭化工实际控制的法人，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协议双方
甲方：南岭前海工贸（
深圳）有限公司
乙方：湖南南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二）交易内容
前海工贸公司向南岭精细化工提供工业油酸、复合蜡、山梨糖醇、石蜡、大豆磷脂油等原
材料。
（
三）交易价格
产品名称

规格

重量（
吨）

含税单价（
元／吨）

金额（
元）（
含税）

工业油酸

８－１５

４２１．７４

７４５０

３，１４１，９６３．００

复合蜡

２＃

１５０

７０５０

１，０５７，５００．００

复合蜡

３＃

３２０

６９５０

２，２２４，０００．００

复合蜡

４＃

４２９

６９５０

２，９８１，５５０．００

３０７．９

４３５０

１，３３９，３６５．００

４５０．５

７２５５

３，２６８，３７７．５０

７０．５

６２６０

４４１，３３０．００

山梨糖醇
石蜡

５８＃

大豆磷酯油
合计金额（
大写）

壹仟肆佰肆拾伍万肆仟零捌拾伍圆伍角整）
１４，４５４，０８５．５０（

备注

具体规格、重量、单价以调价函、提货通知单为准

（
四）定价原则
本协议项下进行的交易，应以公平的市场价格进行。 甲乙双方之间发生的各项交易的定
价应不偏离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商品的价格；
（
五）协议约定的有效期限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有
效期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前海工贸公司作为公司集中采购的经销商具备价格优势，能够保证产品质量，提供便捷
的物流服务，且在按需调整产品供应量和供货时间等方面能够顺畅地进行协调与配合，更具
协同效应。
前海工贸公司与南岭精细化工的此次关联交易在公司主营业务所占的比重较小，对本公
司当期及以后生产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有限，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公司主要业务也未
对关联方形成任何依赖。
前海工贸公司与南岭精细化工签订关联交易协议有利于关联双方充分实现资源互补，达
到互惠互利的目的。 上述协议中关联交易价格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１、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协议主要是基于公司与关联方长期形成的业务关系。 关
联交易事项的条款是根据一般商业条款按市场规则经公平磋商后订立的，协议符合市场公允
条件，相关交易金额的上限合理，交易定价按照市场化原则确定，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
避表决程序。
２、独立意见
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
关联交易协议”是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定价客观公允，各项条
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公司的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此类关联
交易而对相关关联方形成依赖。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对关联交易协议条款进行审议
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陈纪明、郑立民和孟建新回避表决，程序合法。
六、备查文件目
（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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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有限公司拟与湖南南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的《
销售合同》。
（
三）南岭前海工贸（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９６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０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增加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２０１８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
预计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 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６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券报》、《
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的《
预计２０１９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的公告》２０１９－００７。
因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需要，拟增加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岭前
海工贸（
深圳）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前海工贸公司”）拟向关联方湖南南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南岭精细化工”）销售工业油酸、复合蜡、山梨糖醇、石蜡、大豆磷脂油等产品，预计
２０１９ 年新增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１，４４６万元。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
审议，以６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公司２０１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关联董事陈纪明先生、郑立民先生和孟建新先生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
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由于本次增加关联交易预计的额度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东大会审议批准。
（
二）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及金额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内
定价原则
容

关联人

向关联 人
出售 原材 湖南南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料

原材料

市场价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发 上年发生金额（
万
生金额（
万元）
元）

１，４４６

０

０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南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泷泊镇双北路６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劲松。
注册资本：１５００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４３１１２３３２０６６０７５３１。
经营范围：精细化工产品（
含复合乳化油相、改性油相、膨化复合蜡、改性剂、膨化添加剂、
斯苯－８０、复合乳化剂）炸药辅助添加材料的生产、销售及相关产品的研发。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湖南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占股１００％），实际控制人为湖
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南岭精细化工系湖南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南岭化工”）于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９日出资１５００万元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专注乳化剂和油箱的研究与应用，主
导产品有乳化Ｓ－８０、多型号复合乳化剂、多型号乳化复合油箱、多型号一体化油箱、膨化复合
蜡、膨化一体化油箱、膨化剂、改性剂、发泡剂等产品。 ２０１８年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截止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该公司总资产１７８９万元，净资产１２２６万
元，营业收入 ４６０１万元，净利润－２７５万元（
经过审计）；
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该公司总资产２１７３万元，净资产 １２３７万元，营业收入１８８５万元，净
利润１１万元（
未经过审计）。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及《
公司章程》的有
２．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根据《
关规定，南岭精细化工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南岭化工实际控制的法人，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３．履约能力分析：南岭精细化工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日常交易中能够遵
守合同的约定，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１、关联交易主要内容：２０１９年，公司全资子公司前海工贸公司拟向关联方南岭精细化工
销售工业油酸、复合蜡、山梨糖醇、石蜡、大豆磷脂油等产品。
２．定价政策及依据：交易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定价，交易价格参
照公司同类产品服务的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根据市场价格变化及时对关联交
易价格做相应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新增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前海工贸公司作为公司集中采购的经销商具备价格优势，能够保证产品质量，提供便捷
的物流服务，且在按需调整产品供应量和供货时间等方面能够顺畅地进行协调与配合，更具
协同效应。
前海工贸公司与南岭精细化工的此次关联交易在公司主营业务所占的比重较小，对本公
司当期及以后生产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有限，未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本公司主要业务也未
对关联方形成任何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１、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增加对 ２０１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本次增
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有利于降低成本，优化供应链系统。 交
易的定价按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
性产生影响。
我们同意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增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２、独立意见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进行的合理估计，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和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南岭前海工贸（
深圳）有限公司与湖南南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的
关联交易价格参照公司同类产品服务的市场价格、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不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
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增加２０１９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
二）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深圳）有限公司拟与湖南南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的《
销售合同》。
（
三）南岭前海工贸（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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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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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以
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３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３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碧海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２０１９年中期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中期报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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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以２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关联交易协
议〉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监事王小萃女士进行了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有关关联协议，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协议的条
款公允合理，定价方式和原则公开、公正，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未发现有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关于增加公司２０１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
三、会议以２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监事王小萃女士进行了回避。
监事会认为：公司增加预计的２０１９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 交易遵循了
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四、会议以３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依据为财政部２０１９年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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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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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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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 国家财政部发布 《
知》（
财会［
《
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
２０１９］６号），以下简称“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按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文件的规定编制２０１９年
度中期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公司按照《
修订通知》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行。
二、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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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２０１９年印发的《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规定执行财务报表列报格式。 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财
政部前期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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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文件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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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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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新增“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期末账面价值；
２、 利润表
新增“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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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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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将“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项目之后。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仅涉及本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的列示， 不会对当期或本次调整前公司总资
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结构、盈利能力和偿付能力
产生影响。
六、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规定进行合理变更，仅对
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 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
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
生产经营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依照财政部２０１９年发布的 《
关于修订印发
财会［
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９］６号）的要求，作出的合理的变更。 公司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能够使公司财务报告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八、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依据为财政部２０１９年新修订的相关会计准则，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审议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九、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９６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３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以
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９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９名。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了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陈纪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
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公司２０１９年中期报告及摘要》。
一、以９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中报全文及摘要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
２０１９年中报摘要还刊登在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报》上。
关于公司与关联方签署〈
关联
二、以６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交易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陈纪明先生、郑立民先生和孟建新先生进行了回
避。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详细内容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以６票赞成、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增加公司２０１９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陈纪明先生、郑立民先生和孟建新先生进行
了回避。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详细内容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四、会议以９票赞成，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独立
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议案详细内容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５9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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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近日收到民事起诉状等涉诉材料，系公司与国
贸期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贸期货”）的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件，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立案受理该起案件。 具体情况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
一）诉讼当事人情况
１、原告：国贸期货有限公司
住所地：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４６８８号国贸中心Ａ栋１６层、１５层１单元
法定代表人：朱大昕
曾用名：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被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张苏滩５７３号八楼
法定代表人：熊续强
（
二）诉讼请求
其中本金３４８６０００元，利息２４５０６５．８元，以
１、判令被告偿付债券本金及利息３７３１０６５．８元（
年利率７．０３％自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计算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１日）；
如有）等由被告承担。
２、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
（
三）事实和理由
第一期）（
简
原告持有３４８６０张被告所发行的２０１６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称“
１６银亿０４债券”）。
根据１６银亿０４债券《
募集说明书》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
一）违约和救济”之约定，发行人（
即被
告）发生未能清偿到期银行或其他金额机构借款本金和／或利息，以及其他到期债务的违约情
况。 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被告提前偿付本金并支付所有应付利息。
因短期内资金周转困难，致使１５银亿０１未能如期偿付应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４日，被告公告称“
付回售款本金”。 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债券持有人大议通过《
关于宣布“
１５银亿０１”未回售部分债券
及“
１６银亿０４”、“
１６银亿０５”、“
１６银亿０７”全部债券加速到期的议案》，要求被告立即清除全部
债务。 据此，原告有权要求其提前偿付债券本金并支付应付的利息。
二、案件进展情况
因上述案件， 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分行营业部设立的账户号为 “
３９０１＊＊＊＊
关于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４３６１”的银行账户已被冻结，详情请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披露的《
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０）。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作为原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３１笔， 涉及金额５４，５３５，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的比例为０．３７％），本公司作
５５３．２８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
为被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计１７笔，涉及金额５０，５４９，２２６．８３元（
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０．３５％）。 前述案件主要系房地产业务相关的买卖 合
同、租赁合同常规纠纷。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积极配合、妥善处理此次诉讼。 本次诉讼尚未开庭
审理，最终判决结果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状》；
１、《
应诉通知书》。
２、《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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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
以下简称“
银亿控股”）所持有的本公司部
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分股份被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
（
股）

轮候期限

委托日期

轮候机关

本次轮候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

银亿 控
股

是

７１６，３０３，４１３

３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９５．８４％

银亿 控
股

是

７１６，３０３，４１３

３６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

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９５．８４％

二、轮候冻结原因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的上述数据外，
银亿控股尚未收到与上述轮候冻结相关的法院文书。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被冻结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银亿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为７４７，３８３，３４７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１８．５５％，其中：累计被质押股份数为７１１，３５３，４０７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７．６６％；累计被司
法冻结股份数为７１６，３０３，４１３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７．７８％；累计被轮候冻结股份数为７１６，
３０３，４１３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７．７８％。
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数为２，９０２，８４０，２００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７２．０７％，其中：累计被质押股份数为 ２，８２６，４５３，３９９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０．１７％；累计被司法冻结股份数为７１６，３０３，４１３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７．７８％；累计被轮候冻
结股份数为７１６，３０３，４１３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７．７８％。 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结构
图如下：

四、其他说明
１、本次银亿控股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运行和日常经营活动
产生重大影响。
２、银亿控股正在与债权人积极沟通，协商债务展期、追加保证金或抵押物等措施防范该
等股份经司法程序被处置的风险。
３、本次股份轮候冻结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变更。
４、本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１、《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６０６

股票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５４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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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２２．２５亿元人民币
● 截至目前， 公司为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１４２．１５亿元人民
币（
含本次担保）。
● 截至目前，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基本情况
“
绿地地产”）收购了中国民生投资
２０１９年２月，公司全资子公司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
中民投”）及其子公司上海佳渡置业有限公司持有的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
中民外滩”）５０％股权。
中民外滩主要从事上海董家渡项目的开发工作。 上述股权收购前，原股东中民投作为中
民外滩发起股东，负责中民外滩主要日常经营、融资事项，故截至股权收购日，中民投为中民
外滩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了１４２．１５亿元的担保。 其中，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受托
人”）作为受托人发起设立“
中意－董家渡金融城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
“
投资计划”），于２０１８
年６月至１２月期间向中民外滩分期发放投资资金共计２２．２５亿元， 每期投资资金期限均为２年
（
经受托人与中民外滩双方协商一致书面同意延长的，则该期投资资金的投资期限可调整为
４年），并由中民投提供担保。 根据股权转让时各方约定，上述担保将由公司承接和置换。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绿地集团”）根据以上约定，向中意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担保函》，为中民外滩上述融资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２、决策程序
经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同意为中民外滩提
供人民币３００亿元的担保额度。 以上担保在上述担保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基本情况
名称：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１００号七层０４单元
法定代表人：徐荣璞
注册资本：１００亿人民币
成立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８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及配套设施的开发经营及相关配套服务，商务咨询，物业管理，自有房
屋租赁。
２、财务状况
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经审计），中民外滩总资产４，５６７，５５６万元，总负债３，５４０，５８３万
元，净资产１，０２６，９７３万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未经审计），中民外滩总资产４，７４９，６０５万元，总负债３，７２３，２８２万
元，净资产１，０２６，３２３万元。
截至目前，中民外滩董家渡项目处于开发中，未结转收入。
３、股权结构
公司全资子公司绿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民外滩５０％的股权，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中民外滩４５％的股权，上海外滩投资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民外滩５％的股权。
４、项目情况
中民外滩主要从事上海董家渡项目的开发工作。 该项目位于黄浦区小东门街道６１６、７３５
街坊，东至中山南路，南至东江阴街，西至外仓桥街、南仓街，北至王家码头路。 项目用地性质
为商住办，占地面积１２．６７万平方米（
１９０亩），容积率５．５４，总建筑面积１１９．９万平方米，其中地

上建筑面积为７６．２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为４３．７５万平方米。 地上建筑面积中，计容建筑面
积约７０．１９万平方米（
其中商办５７．５５５８万平方米，住宅１２．６３４２万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中，含
地下室商业经营性建筑面积１１．１１万平方米（
为地下商业），地下车库约为３２．６万平方米（
含
５１７９个停车位）。
三、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受托人：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融资主体：中民外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保证人：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２２．２５亿元
保证方式：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责任的范围：受托人代表投资计划投资于融资主体的全部投资资金本金、投资资金
包括复利与
本金所产生的利息和其他债权收益；因融资主体违约而发生的补偿金、违约金（
罚息）、赔偿金等；受托人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发生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
用、诉讼费、仲裁费、采取财产保全或证据保全所发生的保全费用、司法鉴定费、律师费、公证
费、评估费、拍卖费、公告费、送达费、差旅费及强制执行费用等）。
保证责任的期间： 担保函生效之日起至融资主体履行最后一期债务的期限届满之日起
二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中民外滩提供３００亿元担保额度的议案，董
事会认为：中民外滩为公司合营企业，公司作为中民外滩第一大股东，负责中民外滩主要日
常经营、融资事项。 本次公司根据金融机构风控要求和股权转让时约定，为中民外滩向金融
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确保董家渡项目的顺利开发。 董事会认为，董家渡项目位于上
海市黄浦区核心区域，地理位置优越，综合条件好，预期收益乐观。 本次担保有助于保障董家
渡项目运营资金，加快董家渡项目建设速度，以尽早产生收益，进一步增强公司盈利水平，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中民外滩提供３００亿元担保额度的议案，独
立董事陈晓漫、郑成良、华民、卢伯卿就本次担保事项出具了书面意见，主要内容为：
１、本次为参股企业提供担保额度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２、本次为参股企业提供担保额度是为了支持其必要的融资需求，未发现其中存在损害
中小股东和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１、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末，公司及子公司担保余额为１２２１．８０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１７４．２８％，其中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余额为１１４５．５９亿元人民
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１６３．４１％。
２、逾期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为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具体情况如下：
“
华源集团”）和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绿地集团”）互
２００４年中国华源集团有限公司（
保，在农业银行贷款５，０００万元，绿地集团按期还款，华源集团逾期未还。 后农业银行上海分
行委托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处（
“
长城资管”）接手。 ２０１５年６月，华源集团宣告破
产。 长城资管向华源集团申报了相关债权，同时通过法院向绿地集团主张相关权利。 ２０１７年
１月，一审法院判决绿地集团应于华源集团破产程序终结后十日内偿付长城资管在华源集团
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相关债权。 目前，华源集团破产程序尚在进行中。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