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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20

证券简称：海峡股份

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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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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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20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伟

陈海光

办公地址

海口市滨海大道 157 号港航大厦 14 楼

海口市滨海大道 157 号港航大厦 14 楼

电话

0898-68623640

0898-68615335

电子信箱

yewei@hngh.com

chg3319@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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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元）

649,734,771.32

630,184,243.10

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9,155,551.03

190,164,669.22

-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8,898,001.40

187,896,115.47

-4.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0,144,206.37

272,330,969.44

-11.82%

0.18

0.33

-45.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33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5.27%

-0.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937,139,730.58

3,881,028,162.98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17,987,886.29

3,635,088,386.82

2.28%

单位：股
3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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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港航控股有
国有法人
限公司

58.53%

579,797,986

深圳市盐田港股
国有法人
份有限公司

14.06%

139,297,021

香港中央结算有
境外法人
限公司

0.61%

6,016,910

中国海口外轮代
国有法人
理有限公司

0.45%

4,460,577

国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 其他
专用账户

0.29%

2,850,000

于曦华

境内自然人

0.24%

2,383,850

魏玉娇

境内自然人

0.18%

1,752,091

赵旭

境内自然人

0.15%

1,492,980

王永超

境内自然人

0.15%

1,461,900

王启

境内自然人

0.13%

1,325,808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153,087,090 质押

数量
211,389,750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1.（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列示成
“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
（2）“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拆分列示成“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3）持有海汽集团的股份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更改
列示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1.（1）“应收票据” 2019年6月30日0元，2018年12月31日0元；
“应收账款” 2019年6月30日30,214,611.97元，2018年12月31
日10,889,488.27元。
（2）“应付票据” 2019年6月30日0元，2018年12月31日0
元；“应付账款” 2019年6月30日89,419,116.72元，2018年12月
31日85,398,921.82元。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019年6月30日79,513,500
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18年12月31日77,97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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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健
2019年8月22日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公告编号：2019-23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
决议公告

报告期内， 港航控股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海南港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将中国海口外轮代
理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4,460,577股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5%。截至目前，港航控股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的说明
数增加至584,258,56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8.98%。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大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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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19年02月19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9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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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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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市场与去年同期
持平。报告期内，公司立足本省，利用海南自由贸易区(港)建设的有利契机，发挥
公司资源、管理、行业龙头地位等优势，围绕“一体两翼” 的发展战略，秉承“安
全、效益、谨慎” 的原则，巩固和发展公司主营业务，深入研究跟进外部经济政策
的变化，适度开展相关多元化业务。
报告期内，由于其他船公司更新船舶投入海安航线营运，进一步削弱了公
司海安航线的运力优势，经营压力增加，公司采取加强生产组织和市场营销等
手段，提升了船舶单航收入，海安航线的收入同比略有增长。北海航线由于“棋
子湾” 在北海停靠的码头无法装卸车辆，公司从效益角度考虑，暂停该轮运营；
因此北海航线收入有所减少。西沙航线加强市场营销，客运量明显增加，收入增
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4,973万元，同比增长3.10%；实现利润总额
23,955万元， 同比下降5.55%；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7,915万元， 同比下降
5.79%。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燃油价格、物料价格及人工成本增长等因素影
响。报告期内，公司船舶运输车辆57.38万辆次，同比下降1.60%；运输旅客241.56
万人次，同比增长0.5%；轮渡港口进出口车流量158.12万辆次；同比下降3.32%；
客流量629.33万人次，同比下降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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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2017年5月2日
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要求在
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执行以上四项“新金融工具准则” 。另财政部于
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2.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计算营业利润的加项， 2.“资产减值损失” 2019年6月30日-920,016.04元，2018年12
损失以“-” 填列。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月31日-666,469.02元。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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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3日以专人
送达、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临时）通知及相关
议案等材料。本次会议于2019年8月22日采用通讯表决方式举行，应参加表决董
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海峡股
份《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11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报
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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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内容刊登于2019年8月23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11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报告发表了同意的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相关议案所发表的独立意见》以及《公司 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公告编号：2019-067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宝马汽车公司签署CNS服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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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近日，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或“四维图
新” ）与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马汽车公司” ）签署了
CNS（Connected Navigation Services，汽车互联系统）服务协议，公司将为其在
中国销售的2021年-2025年（协议到期后，将自动续签至2029年）量产上市的宝
马集团所属品牌汽车提供包括动态交通信息、路径规划、电动车路径规划、电动
车剩余行驶里程计算等在内的车联系统相关服务，具体销售数量和销售金额取
决于宝马集团在中国销售的其所属品牌汽车的销量。
二、交易对方介绍
公司名称：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霞光里18号佳程广场B座28层
法定代表人：高乐（JOCHEN JOHANNES GOLLER）
注册资本：2500万欧元
经营范围：作为宝马集团BMW（宝马）、MINI（迷你）和Rolls－Royce（劳
斯莱斯）品牌进口汽车在国内的总经销商，从事BMW（宝马）、MINI（迷你）和
Rolls－Royce（劳斯莱斯）品牌非中国制造的汽车的进口、销售（不含零售）、市
场营销及服务；从事摩托车的进口、批发、市场营销及服务；进出口及批发汽车
和摩托车的零部件；进口并经营BMW（宝马）、MINI（迷你）和Rolls－Royce
（劳斯莱斯）生活方式用品；其它相关配套业务（包括：存货管理、发送服务、存
贮仓储服务、产品促销、营销、包括维修保养在内的售后服务、培训服务、经销商
网络管理）以及商务咨询服务；销售BMW（宝马）、MINI（迷 你）和Rolls－
Royce（劳斯莱斯）品牌二手车；上述商品的检测；自有房屋（X京房权证顺字第
证券代码：200168

证券简称：*ST舜喆B

221262号规划用途为测试中心和X京房权证顺字第221263号规划用途为车库）
的出租；汽车、计算机设施及办公设备租赁；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技术
咨询、信息技术开发、技术支持与服务；承接境内外企业的服务外包业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主要内容
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协议到期后，将自动续签至2029年），公司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宝马集团所属品牌汽车 （包括国产宝马及进口宝马，涉
及品牌包括宝马、Mini、劳斯莱斯等）提供包括动态交通信息、路径规划、电动车
路径规划、电动车剩余行驶里程计算等在内的车联系统相关服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宝马汽车公司是全球高端品牌汽车公司之一，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四维
图新致力于以自动驾驶地图、高精度定位、以及应用于ADAS（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t System，高级辅助驾驶系统）和自动驾驶的车规级芯片等核心业务，打
造“智能汽车大脑” ，成为中国市场乃至全球更值得信赖的自动驾驶解决方案
提供商。此次双方签署CNS服务协议表明公司在汽车全面智能化、网联化、电气
化的创新变革中持续获得市场的高度认可，能够通过强势头部客户带动更多项
目落地，加速公司车联系统解决方案的量产应用，有利于促进公司盈利能力和
经营业绩的不断提升，并以良好的业绩回馈广大投资者。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宝马汽车公司签署的CNS服务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公告编号：2019-048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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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十九）款、第18.1条第
（二十六）款和《深证系列综合指数编制方案》第四条第2项、第五条第4项，公
司股票每日港币计价的收盘价按照上一交易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国家外汇管理
局公布的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折算成人民币计价后的收盘价（本周计算收盘价
采用的汇率为：0.89681），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
票简称：*ST舜喆B，股票代码：200168)股票已经连续10个交易日(自2019年8月9
日至8月22日)收盘价格均低于每股1元人民币面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3条的规定，公司出现连续
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低于每股面值的，公司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发布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收盘价
低于每股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
止上市。现就风险提示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第（十九）款的规定，公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
价均低于股票面值，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1条的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应当在事
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公告之日起停牌，深圳证
券交易所自公司股票停牌起十五个交易日内作出公司股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
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23条规定，自交易所对公司
股票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后五个交易日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公司股票进入退
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的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26条规定,退市整理期届满的
次一交易日，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公司代码：600581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八一钢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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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魏成文

因工作原因

沈东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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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八一钢铁

60058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变更前股票简称
*ST八钢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国康

刘江华

电话

0991-3890166

0991-3890266

办公地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
新钢路
新钢路

电子信箱

fangk@bygt.com.cn

liujh@bygt.com.cn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9,004,464,713.58

19,322,268,558.99

-1.64

4,168,762,928.88

4,042,701,239.43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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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953,782.86

791,762,249.49

营业收入

9,542,408,913.78

8,213,567,779.12

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3,646,391.38

215,593,776.43

-4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077,409.37

210,847,846.29

-43.05

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 益率
（%）

3.01

6.25

减少3.2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141

-42.5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141

-42.553

-1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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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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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02

766,789,264

夏重阳

未知

0.47

7,200,000

0 未知

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7

7,189,678

未知

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
国有法人
司

0.28

4,283,160

未知

董丽娜

未知

0.23

3,450,000

未知

单荣

未知

0.20

3,112,100

未知

于海珍

未知

0.16

2,383,220

未知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0.15

2,304,400

未知

姜达军

未知

0.13

1,991,222

未知

曾绍容

未知

0.11

1,695,8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控股股东八钢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情
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万家瑞盈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在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自2019年8月23日起万家瑞盈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万家瑞盈A，基金代码：003734；万家瑞盈C，基金代
码：003735）开通在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 ）的定期定额
申购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向本公司指定的中泰证券提交申请， 约定申购周
期、申购时间和申购金额，由中信证券在设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自动投资日在投
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有关基金定
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 开通旗下基金定投业务
(一) 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 办理方式
1、 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开户
程序请遵循中泰证券的相关规定。
2、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通过中泰证券申请办理相关万家开放式基金
的基金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泰证券的相关规定。
(三) 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四) 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中泰证券约定每期固定投资金额， 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
下限为人民币100元，级差为100元。
(五) 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1．投资者应遵循相关中泰证券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2．中泰证券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
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3．投资者需指定相关中泰证券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4．扣款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中泰证券的规定为准。
(六) 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七) 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款第（六）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将在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
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T+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八) 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
想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中泰证券的相
关规定。
二、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8
网址：www.zts.com.cn
2.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38 转6、400-888-0800
客服传真：021-38909778
网址：http://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利，请投资者在
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
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
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
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增加平安银行为销售机构并开通
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平安银行” ）签订的销售协议，自2019年8月26日起，本公司将增加
平安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在平安银行办理基金
的开户、申购、定投等业务。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平安银行的相关规定。
一、本次增加平安银行为销售机构的基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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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去年11月份以来，国内钢材市场进入需求淡季，尤其受冬季新疆建
筑钢材市场需求大幅减少、价格大幅下降、销售不畅等不利因素影响，1-2月亏
损，进入3月份，公司抓住市场行情回暖时机，积极组织欧冶炉等产线全面复产，
实现满负荷生产，扭转了经营形势被动局面，紧密结合区域市场特点，进一步围
绕“三转” 理念“算账经营” ，自三月份开始实现盈利。
一季度，受冬季新疆建筑钢材市场需求锐减等因素影响，各产品生产量处
于全年最低；内部自产非煤矿山冬季停产、煤矿欠产等，自产煤产量低，自有资
源下降，外采疆外煤比例大幅上升，燃料结构劣化；公司原料端与物流端成本较
内地钢厂劣势在逐步扩大；冬季生产，能介消耗及固定费用居高；综上原因导致
成本上升。
二季度，公司将及时研判两端市场情况，把握市场机遇；密切关注下游市场
变化，适时调整疆内外销售结构。积极扩大铁路运输能力，具备进一步加大出疆
销售的能力；以公司整体效益最大化为努力目标，各工序间协同共进，各部门间
协调共享，全面审视与查找降本增效项目；公司整体以项目化运作为载体，实施
全方位策划，各工序（部门）以分解落实为抓手，实施全过程管控。
上半年，公司面临钢材价格下滑，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等不利局面，钢铁行
业盈利能力比上年有所下降，公司加强生产与市场联动，积极响应市场，深入对
标挖潜，持续推进成本削减工作，积极寻求效益点，紧盯全年生产经营目标，提
升公司经营效益和管控水平，实现营业收入95.42亿元，同比增长16.18%，实现净
利润1.23亿元，同比下降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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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41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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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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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半年度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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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一钢铁》第二十
五条、《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现将2019年半年度的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
告如下，请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经营指标

2019年1-6月

2018年1-6月

增减幅度（%）

产量（万吨）

110.08

95.38

15.41

销量（万吨）

106.41

82.38

29.17

平均售价（元/吨）
（不含税）

3658.66

3,561.47

2.73

产量（万吨）

153.22

139.01

10.22

销量（万吨）

148.30

133.55

11.04

平均售价（元/吨）
（不含税）

3615.75

3,743.28

-3.41

建材

板材

特此公告。
新疆八一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代码

万家瑞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万家瑞富

001530

万家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万家瑞祥A

001633

万家瑞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万家瑞祥C

001634

万家鑫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万家鑫璟纯债A

003327

万家鑫璟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万家鑫璟纯债C

003328

万家家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万家家瑞A

004571

万家家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万家家瑞C

004572

二、 开通旗下基金定投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自2019年8月26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开
通在平安银行的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
者通过向本公司指定的平安银行提交申请，约定申购周期、申购时间和申购金额，
由平安银行在设定期限内按照约定的自动投资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
完成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办理方式
1、申请办理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投资者须拥有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具体
开户程序请遵循平安银行的相关规定。
2、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即可到平安银行申请办理相关万家开放式基金的
基金定投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平安银行的相关规定。
(三)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四)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与平安银行约定每期固定投资金额，每期定期定额申购金额最低下
限为人民币100 元（含定投申购费），无级差。
(五)扣款日期及扣款方式
1．投资者应遵循相关平安银行的规定与其约定每期扣款日期。
2．平安银行将按照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
若遇非基金开放日则顺延到下一基金开放日，并以该日为基金申购申请日。
3．投资者需指定相关平安银行认可的资金账户作为每期固定扣款账户。
4．扣款等其他相关事项请以平安银行的规定为准。
(六)申购费率
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及计费方式等同于一般的申购业务。
(七)扣款和交易确认
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本款第（六）条规则确定的基金申购申请日（T 日）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申购份额将在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
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T+2 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八)变更与解约
如果投资者想变更每月扣款金额和扣款日期，可提出变更申请；如果投资者
想终止定期定额申购业务，可提出解除申请，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平安银行的相
关规定。
二、开通旗下基金转换业务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自2019年8月26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开
通在平安银行的基金转换业务（以下简称“基金转换” ）。基金转换最低转出份额
为500份。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相关基金合同规定的所有投资者。
（二）基金间转换费用的计算规则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两
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差异情况和转出基金的
赎回费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1)基金转换申购补差费：按照转入基金与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额收取
补差费。 转出基金金额所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
补差费率为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之差额；转出基金金额所
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费率高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的，补差费为零。
(2)转出基金赎回费：按转出基金正常赎回时的赎回费率收取费用，赎回费的
25%归入转出基金资产。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61
网址：https://www.cib.com.cn
2、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38转6、400-888-0800、021-68644599
客服传真：021-38909778
网址：www.wjasset.com
风险提示：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详细情况，请参看该基金的《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基金管理人不承诺基金投资最低收益、也不保证基金投资一定赢
利，请投资者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情况下谨慎做出投资决策。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
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