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4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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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光文具

６０３８９９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全强

白凯

电话

０２１－５７４７５６２１

０２１－５７４７５６２１

办公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研展路４５５号汉桥文化科 上海市松江区研展路４５５号汉桥文化科
技园Ｃ栋
技园Ｃ栋

电子信箱

ｉｒ＠ｍｇ－ｐｅｎ．ｃｏｍ

ｉｒ＠ｍｇ－ｐｅｎ．ｃｏｍ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６，３０４，３９７，１３３．４４

５，６７７，５００，０４９．７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３，６０６，１３６，７３８．６９

３，４１０，８０８，４４５．４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上年度末

总资产

本报告期
（
１－６月）

１１．０４
５．７３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上年同期

２４７，０７９，８４７．２８

１６４，０２５，２６５．３１

４，８３８，６２３，０１６．８９

３，７８６，６３１，９４７．７１

２７．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７１，２６４，５０７．８３

３７４，６６２，０８４．７１

２５．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４２７，３５９，５２９．６３

３４０，８１３，８８９．８５

２５．３９

１３．２６

１２．７２

增加０．５４个百分点

营业收入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０．６４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５１２２

０．４０７２

２５．７９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５１２２

０．４０７２

２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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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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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光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陈湖文

境内自然人

持股
数量

持股比例
（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4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６０３８９９

报表项目

调整前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８１０，６６６，３４４．９１

５３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 无

０

３．３０

３０，４００，０００

０ 无

０

应收账款

０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１，８９４，２３２．００
８０８，７７２，１１２．９１

２．８９

上海杰葵投资管理事务所（
有限合
其他
伙）

２．８５

２６，２００，０００

０ 无

０

陈湖雄

境内自然人

２．８３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 无

０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２．２８

２０，９９３，８２６

０ 未知

０

报表项目

陈雪玲

境内自然人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０ 无

调整后

应收票据

上海科迎投资管理事务所（
有限合
其他
伙）

１，３１９，４０７，０４８．２１

应付票据

１．５７

１４，４００，０００

０ 无

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境内非 国有
长城新兴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法人
金

１．２３

１１，２９９，９２７

０ 未知

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１．０４

９，５６１，４０１

０ 未知

０

１．０１

９，２６０，５４４

０ 未知

０

应付账款

１，３１９，４０７，０４８．２１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调整前

调整后

９３，３２４，７６５．８６

应收票据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境 内 非 国 有
鼎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法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晨光集团、科迎投资、杰葵投资、陈湖文、陈湖雄、陈雪玲之间存在
关联关系。 陈湖文、陈湖雄、陈雪玲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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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多变的复杂环境下，公司董事会按照既定的年
度目标，稳定推进年度经营计划，持续保持贯彻“
调结构，促增长”的公司战略，积极推进渠道
升级、产品升级、品牌升级的战略实施，持续聚焦和深耕终端，全面推进四条赛道，持续壮大办
公直销，加速发展零售大店，加速提升线上销售，产品研发推陈出新，积极推进兼并购战略，不
断优化内部管理。 在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公司保持了健康、
稳定的发展，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具体推进如下：
１、聚焦和深耕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重点终端，打造完美门店，推进渠道优化升级：（
１）持续推进单店质量
提升，聚焦完美门店；（
２）积极推进连锁加盟升级；（
３）推进配送中心后平台升级和运营优化；
（
４）打造精品文创专区、办公专区和儿童美术专区；（
５）提升重点商圈占比，扩大市场份额。 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拥有３５家一级合作伙伴、近１２００家二、三级合作伙伴，“
晨光系”零售
终端超过７．８万家。
２、全面推进四条赛道
（
１）大众产品
报告期内，大众产品赛道以强商品挖潜、商品管理策略为核心思想，深挖细分市场，寻找
品类增量。 通过消费者调研和专业测试研究，新品开发减量提质，定位精准，提升单款销售贡
献；聚焦重点品类的产品管理，聚焦打造长线产品和爆款开发，持续优化核心品类的产品结
构，多款线上专供产品开发落地，达成大众产品赛道有质量的稳定增长。
（
２）精品文创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聚焦重点品类，升级产品结构，完善精品文创产品布局，扩充高价值产品
线；以标杆终端带动整体终端，通过打造精品文创专区，提升精品文创单店销售，在全国范围
拓展精品文创渠道，扩大公司产品在精品文创市场占有率。
（
３）办公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办公产品的开发和推广，实现核心产品上柜，持续推进晨光办公店的
开拓和办公完美门店开发，全面推动国内重点大型办公终端客户的开发，通过持续开发新客
户及提升已合作客户单店销售，促进销售增长，提高办公市场占有率。
（
４）儿童美术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产品开发，通过对主流产品创新，存量品类实现有效提升；沉淀
ＭＧ－ＫＩＤＳ和ＭＧ－ＡＲＴＳ中端产品线，通过合作和引进方式，形成低中高三个产品品牌阵营，丰
富公司儿童美术中高端产品阵营。 聚焦重点品类，强化重点产品单款贡献，积极打造各渠道重
点终端的儿童美术完美专区，实现儿童美术产品的销售提升。
３、晨光科力普持续壮大
报告期内，通过提升服务品质、拓展产品品类、加强客户挖掘、搭建全国供应链体系，加强
全国各中心仓覆盖区域属地服务能力， 晨光科力普保持高速增长， 实现营业收入１５０，０３０万
元，同比增长５６％，在办公直销市场的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具体如下：
（
１）客户开发方面
政府客户成功入围：山西省政府电商项目、吉林省政府电商项目、重庆市政府电商项目
等；央企客户成功入围：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各省电商项目；大型企业客户成功入围：默沙东（
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ＴＣ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西门子（
中国）医疗系统集团、壳牌华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等。
（
２）市场拓展方面
报告期内，晨光科力普全国已投入运营５个中心仓，覆盖华北、华南、华东、华西、华中五大
区域，对华东、华北、华南及华中等四仓辐射区域及范围做了优化部署，在均衡各仓作业负荷
的同时，提升了整体配送时效；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天津等九个城市自建配送队伍，提高
了配送效率，提升了客户体验，对相应地区的市场拓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４、直营结合加盟，加速发展零售大店
报告期内，晨光生活馆（
含九木杂物社）实现总营业收入２３，０８２万元，同比增长９５％，其
中，九木杂物社实现营业收入１６，４４７万元，同比增长２４０％。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全国拥有
直营１１４家，加盟５７家）。
３００家零售大店，其中晨光生活馆１２９家，九木杂物社１７１家（
晨光生活馆方面，以货品结构调整及店铺单店质量提升作为主要方向，持续提升店铺运
营能力，优化产品结构，从而实现减亏增效。 九木杂物社方面，提升市场拓展速度，加快渠道布
局，不断完善和调整产品品类，通过会员系统，增加消费粘性，从而满足消费升级带来的文创
产品的消费需求，拓展公司在精品文创市场占有率并促进公司品牌升级。
５、晨光科技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晨光科技实现营业收入１２，４５７万元，同比增长４３％。 公司加快发展线上分销渠
道，开发多个除京东、天猫之外的线上新渠道；培育线上产品开发能力，协同四大产品赛道，多
款线上专供产品开发落地；完善线上产品阵营和推广，不断创造线上增量品类，提高品类推广
效率和品牌露出机会；完善会员运营管理系统，增加用户黏性，实现业务稳定发展。
６、设计研发推陈出新
报告期内，基于消费者的需求洞察，公司各产品赛道不断推陈出新，优化各品类产品布
局，外部设计资源的合作持续推进，结合市场调研数据反馈，加大爆品打造力度，产品阵营进
一步完善，高品质高性价比产品线不断扩充。 全食品级水彩墨水的研发和制造取得突破，极大

应收账款

９３，３２４，７６５．８６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２４０，４７５，０６２．９９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２４０，４７５，０６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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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陈湖文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９９

证券简称：晨光文具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２４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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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日上午１０：００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陈湖文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７名，实际出席董事７名（
其中
现场出席会议的有６人，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有１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
券日报》、《
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同意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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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 《
晨光文具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９９

证券简称：晨光文具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２5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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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
２３日上午９：００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２日以纸质文件方式发
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益平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３名，实际出席监事３名。 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
１、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程序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符合《
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的有关管理制度；
２、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制度规定，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客观地反映了公司报告期间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实际
情况；
３、 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和情
况。
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
二）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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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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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
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
司损益，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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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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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财政部的相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合理的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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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一、概述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３号一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
２０１７］７号）、《
２０１７］８号）和《
号一套期会计》（
财会［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号一金融工
２０１７］９号）；２０１７年５月２日，修订印发了《
具列报》（
财会［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１
２０１７］１４号），以上四项简称“
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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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
２０１９〕６号）”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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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按照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要求
编制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
会〔
以下简称“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
２０１９〕８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
进行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债务重组》（
财会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 财政部发布关于印发修订 《
〔
以下简称“
财会〔
２０１９〕９号）（
２０１９〕９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修订。
针对上述变更，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
四分类”改为“
三分类”，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
１、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的“
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变更前，按照持有金融资产的意图和目的不同，将金融资产
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贷款和应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变更后，将以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收款项”和“
作为金融资产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
资产”。
已发生损失法”改为“
预期损失法”，以更加及时、足额
２、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方法由“
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变更前，对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
理采用的是“
已发生损失法”，即只有在客观证据表明金融资产已发生损失时，才对相关金融
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变更后，将对金融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采用“
预期损失法”，以金融资产未
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确认和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３、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
撤销， 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
益。
４、进一步明晰金融资产转移及其终止确认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５、拓宽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范围，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
结合，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６、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
二）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修订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通知有关要求，本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和新
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通知附件１和附件２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和科目
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１、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中，原“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两个项
目；原“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２、利润表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将利润表“
－”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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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的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４、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 反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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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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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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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
存货”，其适用于第１４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
１、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
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
资产”改为“
权利”。
２、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
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３、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债务重组》修订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
（
四）《
债权人让步行为”改为将“
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
１、将原“
资本”改为债务转为“
权益工具”。
２、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
３、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
调一致，同时删除关于或有应收、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４、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２０１９年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
会计报表披露。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比较财务报表列
报的信息与新金融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首日执行新金融准则和原准则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调整计入２０１９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不重述２０１８年末可比数，不会对公
司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产生影响，此项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
（
二）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２０１９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
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此次变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相关列报调
整影响如下：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
投票提案
１．００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１、登记方式：亲临公司办理登记手续或者以传真方式办理登记手续。
２、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上午８：４５－１１：３０，下午２：３０－５：３０。
３、登记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９号世界金龙大厦２３层公司证券部。
４、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和股票账户原件；代理人凭委托人授
权委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原件、身份证原件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凭法人代表授权
委托书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票账户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
５、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６、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曦、张向云
联系电话：０５９１－８７８７１９９０转１００、１０３
传
真：０５９１－８７３８３２８８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ｈｔｔｐ：／／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１。
六、备查文件

提案名称

９３，３２４，７６５．８６
２４０，４７５，０６２．９９

应付账款

１，３１９，４０７，０４８．２１

２４０，４７５，０６２．９９

（
三）《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发布的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通知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执行日之
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调整，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
行追溯调整。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通知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
四）《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债务重组》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发布财会 〔
２０１９〕９号通知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执行日之
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
调整。 财会〔
２０１９〕９号通知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四、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损益，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上网公告文件
（
一）晨光文具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二）晨光文具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２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的余额

１００１７８０４２９３００８８８８３８

３６４，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６，８２３．３２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奉贤支行

９８７４０１５８０００００１９８８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２２，１１６．０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奉贤支行

３１００６９０３７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３７３１

１９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支行

０３８０３９２００４００３７８２６

３，１７２，５９２．２８
１９，７３９，２１３．１７

合计

７３７，８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８０，７４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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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４４４．７０万元，具体详见附表１《
对照表》。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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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７７４．８３ 万元。上述置换事
项及置换金额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５〕第
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上海晨光文具
１１１３１５ 号鉴证报告。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０）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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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７日在指定信息披
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予以公告。 （
露媒体披露的《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
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０７）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１０４，０３０万元，已赎回理
财产品１０４，０３０万元，无尚未赎回理财产品；累计取得理财产品投资收益６７１．８９万元。
（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
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
（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或非募投项目的情况。
（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书写工具制造及技术、 材料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承诺投入金额为１３５．３７
万元，系募集资金孳息所支付的项目款项。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 ８ 月 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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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３，７８６．０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４４．７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２，４０５．５６

已 变
更 项
目，含
截至期末承
截至期末累
承诺投 资
募集资金承 调整后投资
本年度投
计投入金额
部 分
诺投入金额
诺投资总额 总额
入金额
项目
变 更
（
（
１）
２）
（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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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委托人（
签字／盖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营销网 络
扩充及升
级项目

否

１９，３００．００

１９，３００．００

１９，３００．００

４４４．７０

１７，７８４．１９

－１，５１５．８１

９２．１５

２０１９．
１２．３１

否

书写工 具
制造及技
术、 材料
研发基 地
建设项目

否

３６，４８６．００

３６，４８６．００

３６，４８６．００

－

３６，６２１．３７

１３５．３７

１００．３７

２０１６．
１２．３１

否

补充流动
资金

否

２０１５．
６．３０

否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

－

１８，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７３，７８６．００

７３，７８６．００

７３，７８６．００

４４４．７０

７２，４０５．５６

－１，３８０．４４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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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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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特殊普通合伙）
７７４．８３万元。上述置换事项及置换金额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３
２０１５〕第１１１３１５号鉴证报告。 （
月３１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５－０１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同意，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并予以公告。 （
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８
年３月２７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低风险投资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０７）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购买理财产品１０４，０３０
万元，已赎回理财产品１０４，０３０万元，无尚未赎回理财产品；累计取得理财产品
投资收益６７１．８９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书写工具制造及技术、 材料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承诺投入金
额为１３５．３７万元，系募集资金孳息所支付的项目款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日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３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拍民爆企业股权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６６）；并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８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８年６月３０日， 公司披露了 《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
２０１８－０７４）；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７日、７月１４日、７月２１日、７月２８日分别披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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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８７、２０１８－０８８、２０１８－０９０）；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３０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 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４日召开第五

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９５）； 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６日、９月１３日、９月２０日分别披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竞拍民爆企业股权的议案》，同意并授权

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９８、２０１８－０９９、２０１８－１００）；

公司经营层在不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参与竞拍并签署与本次竞拍有关的合同、 协议

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２８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

和相关的法律文件。 经公开竞拍，公司以人民币４，０００万元成为中国黄金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１０１）；并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２日、１０月１９日、１０月２６日分别披露了《

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的中金立华工业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金立华”）

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０２、２０１８－１０４、２０１８－１１１）。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５１％股权项目的意向受让方。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２日与股权转让方中国黄金集团投资有限公

ｃｏｍ．ｃｎ）。

司签署了《
产权交易合同》。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事项较多，标的资产完善资产完整性尚需时间，具体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第五届董事

方案细节尚未最终确定，公司与有关交易各方尚需进一步沟通、协商，且国有资产出售所

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８）、《
关于参与竞拍民爆企业股权结果的公

需审批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为保护广大投资者的交易权，经向

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８ 年１１ 月 ２ 日（
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并继续努力

中金立华已于近日完成相关股权交接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北京市朝阳区市场

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同时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２日披露了《
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

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营业执照》，中金立华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３）并于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６日、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０日、

《
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４日、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５日、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９日、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９日、２０１９

名称：中金立华工业工程服务有限公司

年３月５日、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２０１９年４月２日、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７日、２０１９年５月６日、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８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１１０１０５０５１４４６９９３Ｎ

日、２０１９年６月１日、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５日、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３日、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７日、２０１９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年８月１０日分别披露了 《
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１１９、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大街１号四层４１８房间

２０１８ －１２０、２０１８ －１２７、２０１８ －１３１、２０１９ －００１、２０１９ －００３、２０１９ －００４、２０１９ －０１１、２０１９ －０１５、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９ －０２５、２０１９ －０２８、２０１９ －０３８、２０１９ －０４０、２０１９ －０４５、２０１９ －０４７、２０１９ －０５１、２０１９ －０５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年０７月２４日

２０１９－０５４、２０１９－０５５）。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２年０７月２４日至２０３２年０７月２３日

本次交易方式初步确定为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浙江省机电集团有限公司、 物产中大

经营范围：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术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技术开发与转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新联民爆器材有限公司１００％的股权， 公司已与交易对方签署

让；销售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煤炭（
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

《
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各中介机构正在加快推动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论证等

的交易、储运活动）。

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组各项工作，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及
月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２６

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７０、２０１８－０７２）。

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洽谈重组方案，以上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
年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开市起停牌，并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工作。

委托日期：

项目
可行
是否
性是
达到
否发
预计
生重
效益
大变
化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正在筹划购买民爆类相关资产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江南化工，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２６）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８－０８５）；于
８月２日披露了 《

非累积
投票提案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支行

或重大遗漏。

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分别为：２０１８－０７５、２０１８－０７６、２０１８－０８０、２０１８－０８２）；于２０１８年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提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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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１５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
司由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股票６，０００万
股，每股发行价为１３．１５元，募集资金总额为７８，９００万元，扣除发行费用５，１１４万元后，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７３，７８６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全部到位， 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５〕第１１００７６号验资报告。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净额７２，４０５．５６万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
计购买理财产品１０４，０３０．００万元，已赎回理财产品 １０４，０３０．００万元，无尚未赎回理财产品；累
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扣除手续费等的净额为９７７．６４万元， 其中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为
６７１．８９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２，３５８．０７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
公司按照 《
号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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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使用制度》，对公司
２０１３年修订）》等相关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募集资金的存储、管理、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严
募集资金使用制度》的有关规定存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根据《
募集资金使用制
格按照《
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日， 公司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奉贤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奉贤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奉贤支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晨光文具礼品有限公司
晨光礼品”）为募投项目“
营销网络扩充及升级项目一一加盟店营销网络扩充项
（
以下简称“
目”的实施主体。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２０１５年８月１８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晨光礼品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奉贤支行设立募集资
金专户，用于实施募投项目“
营销网络扩充及升级项目一一加盟店营销网络扩充项目”。 ２０１５
年８月１８日， 晨光礼品和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奉贤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按照《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行使权利、履
行义务。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合计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
２０１８年８月９日、８月１６日、８月２３日分别披露了 《

备注

１．００

８０８，７７２，１１２．９１
１，３１９，４０７，０４８．２１

应付票据

备注

（
２）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本次股东大会无累计投票议案。
（
３）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
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
４）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３０一１１：３０ 和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２．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下午３：０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下
午３：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
２０１６年４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２：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中福海峡（
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本人（
本公司）对本次会议审议事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委托代理人有权□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具体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调整后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
投票提案
１．００

调整前
９３，３２４，７６５．８６

１，８９４，２３２．００

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调整后

８１０，６６６，３４４．９１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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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股东证明等。
中福海峡（
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附件１：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２：授权委托书
附件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中福投票”。
１．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５９２”，投票简称为“
２．公司无优先股，所以没有优先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３．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
１）议案设置。
表１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议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调整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中福海峡（
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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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福海峡（
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在巨潮
资讯网（
证券时报》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及《
通知》，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现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２０１９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会议召开时间：
（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星期四 下午２∶５０；
（
２）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
日９∶３０－１１∶３０ 和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８月
２８日１５∶００ 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１５∶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
７、出席对象：
（
１）截止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
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附后）。
（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８、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１５９号世界金龙大厦２３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股权及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９－０６８】号公
告。
该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２０１９第五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４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及《
证券时报》上披露的【
２０１９－０６６】和【
２０１９－０６７】号公
告。
三、提案编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２6

合并资产负债表

证券简称：晨光文具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２６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代码：６０３８９９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晨光文具

提升了儿童美术品类的安全性能，为消费者的健康提供了保障。 多款新型油画棒配方的成功
开发提升了产品的使用性能和成本竞争力，将为儿童美术赛道贡献新的增量。 国家十三五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
制笔新型环保材料》中的第三和第五课题的工作正顺利开展中，已完成多个
子课题的研究。
７、内部管理持续提升
生产方面，公司继续深度推进前置主动预防机制，运用大数据分析潜在质量风险，追踪落
实改善措施的执行情况，从源头防止不良品的产生，提升产品品质。 人力资源方面，通过ＮＥＯ
（
新员工入职培训）、ＭＴ （
管理培训生项目）和高管团队培训，加强公司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
培养了中坚力量，提高了管理领导能力，推动公司人才建设。 ＩＴ方面，第一家区域仓库ＷＭＳ系
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了总部与区域仓库间调拨转货；九木杂物社微信小程序上线，多触点触
达用户，给九木杂物社会员提供了线上购物的渠道，实现线上营销到销售利润的高效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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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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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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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该准则
进行调整，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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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对２０１９年
１月１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
２０１７年３月３１日，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
业会计准则第２３号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一套期保值》；２０１７年５月２日，颁布
了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号一金融工具列报》，要求境内上市的企业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前述四项新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文规定的财务报表格
式编制２０１９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相关列报调整影响如下：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５８．２６

２６，６００，０００

（
三）晨光文具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４日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十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