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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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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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定明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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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仪股份 股票代码 00226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家兴 赵瑞龙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山冲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海口山冲

电话 0871-68580370 0871-68580658

电子信箱 xygf002265@163.com xygf0022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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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53,123,043.80 427,285,376.21 -17.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05,907.14 6,067,384.32 -19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423,134.19 54,713.91 -19,15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426,811.75 75,305,002.61 -58.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 0.019 -194.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 0.019 -194.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3% 0.62%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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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9,527,498.05 1,393,990,740.16 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9,614,587.28 906,410,282.46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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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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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9.89% 127,091,626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93% 50,756,653

江苏省农垦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10,994,886 7,696,421

贵州长征天成

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4,617,853 4,617,852 冻结 4,617,853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35% 4,292,500

云南省工业投

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9% 2,202,504

平安大华基

金－平安银

行－北京东海

中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其他 0.48% 1,519,544

孙先君 境外自然人 0.32% 1,022,000

何华强 境外自然人 0.29% 910,900

武汉长江光电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5% 803,7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兵器装备集团为南方资产及长江光电的控股股东。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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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受公司连杆产品配套主机厂终端市场需求不足、连杆产品更新换代、产品

降价、“韩系” 汽车配套市场复苏缓慢等主要因素影响，公司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与

预算和目标存在差距，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如下：营业收入35312.30万元，同比下降17.36%；

利润总额-556.49万元，同比下降168.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0.59万元，同比下

降194.04%。

上半年在国内汽车市场增速放缓， 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并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的情况下，

公司收入和利润同比双降。其中连杆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5921.71万元，同比下降29.82%；在原

材料价格上涨、连杆产品降价、销量下滑等不利因素影响下，连杆产品毛利率同比下降10.05个

百分点。

公司通过大力开拓外贸市场、狠抓内部生产管理和效率提升，上半年其他工业产品实现

销售收入8024.54万元，同比增长83.60%，超额完成年度预算目标。在收入增长的同时，其他工

业品的毛利率也大幅提升，同比增加11.23个百分点。

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竞争将进一步加剧，主机厂降价和质量提升的

要求将更加强烈。根据每年7-8月份为销售淡季的贯例，加之去产能、去库存的大背景下，公司

主营业务下半年市场开拓及产品结构调整的压力仍然较大，开源仍是工作的重中之重，调动

一切资源，力争通过外抓市场内促管理，完成2019年度经营预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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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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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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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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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仪股份” ）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号：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 第 21�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及本公司 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对本公

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189号文《关于核准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向江苏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云南

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仪股份” 或“公司” ）向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5,550,416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1.62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119,999,993.92元。截止至2017年1月12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存入了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认购资金专户中。之后，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扣除发行承销费11,000,000.00元于2017年1月13日将其余募集资金总额108,999,

993.92元划至西仪股份募集资金专户，账号887110010122811282。该募集资金扣除其他发行费

用1,940,000.00元（法律服务费700,000.00元、验资费700,000.00元、报刊费540,000.00元）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07,059,993.92元。2017年2月23日西仪股份、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

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7年1月13

日出具《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认购资金总额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0016号；于2017年1月16日出具《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ZB10017号。

2.2019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1)“小排量增压型中碳钢裂解环保连杆产业化项目” 的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0,000,

000.00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投项目支出71,192,082.80元、支付银行手续费112,383.53元、

收到银行利息1,409,549.72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05,083.39元。

(2)盐城分公司“苏垦银河盐城分公司环保节能型120万件高端商用车连杆项目” 的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5,000,000.00元。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投项目支出9,287,465.21元、支付银

行手续费1,297.37元、收到银行利息54,937.99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25,766,175.41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

定了《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

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进行了规定。根据办法规定公司董事会为

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

887110010122811282。此账户仅限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作其他用途。

2.三方监管情况

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根据经营战略及市场需求情况将原乘用车连

杆生产线的建设方案调整为商用车连杆生产线，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公

司、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方于2018年4月9日重新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到切

实履行。

3.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根据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

续。所有募集资金项目的支出，均先由资金使用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经该部门主管领导签

字后，报财务总监和总经理审核签字，并由董事长审批后方可执行，审批后的资金使用计划报

公司证券事务部备案；付款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并执行公司的资金审批管理办法。

4.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活期存款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账号 金额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

行

活期存款 887110010122811282 2,228,682.44

三、2019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开承诺情况如下：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用于项目建设及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与交易税费等，具

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募集资金具体用途 投资总额

1 苏垦银河小排量增压型中碳钢裂解连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7,000

2 苏垦银河盐城分公司环保节能型120万件高端商用车连杆项目 3,500

3 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及交易税费 1,500

合计 12,000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按项目实施进度及轻重缓急安排使用；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

间与项目进度要求不一致，则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

置换。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

项目金额

2019年6月末止

募投

比率

西仪股份

已拨付承德银河

承德银河已投

入使用

西仪公司

已付募集费

苏垦银河小排量增压型中碳钢裂解连

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7,000 7,000 7,119.2 -- 101.70%

苏垦银河盐城分公司环保节能型120万

件高端商用车连杆项目

3,500 3,500 928.75 -- 26.54%

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费用及交易税

费

1,500 1,294 86.27%

合计 12,000 9341.95 77.85%

3.募集资金与投资情况说明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总额为119,999,993.92元， 扣除全部发行费用12,940,000.00

元，实际可用于项目投资的募集资金为107,059,993.92元。

四、西仪股份拨付的募集资金项目管理和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拨付及资金到账情况

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于2017年1月10日在中国银行承德分行开立接收募集资金使

用专用存款账户，账号：101348761168。于2017年4月5日收到西仪股份拨付募集资金款（人民

币）柒仟万元整（￥70,000,000.00元），该笔资金属用于“小排量增压型中碳钢裂解环保连杆

产业化项目” 的投资。2017年4月25日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

德分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募集资金使用专户管理和存放情况

(1) 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使用

实行了专户存储，并严格执行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规定

和程序。根据规定，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董事会批准为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开设了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募集资金2个专户（账号101348761168、101354714686）。此账户仅

限于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作为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储，不作其他用途。

(2)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承德分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三方于2018年4月9日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3)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a.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可

以随时到公司和专户存储托管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情况，保荐机构有权对存储

账户的基本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宜采取现场调查、书面质询等方式进行

监督，行使其监督权。

b.根据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相关制度，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严格

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所有募集资金项目的支出，均先由资金使用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

经该部门主管领导签字后，报财务总监和总经理审核签字，并由董事长审批后方可执行，付款

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并执行公司的资金审批管理办法。

(4)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存放专户的活期存款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募集资金使用专户

开户银行

账户类别 账号 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 活期存款 101348761168 105,083.3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承德分行 活期存款 101354714686 25,766,175.41

3.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开承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募集资金具体用途 投资总额

1 苏垦银河小排量增压型中碳钢裂解连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7,000

2 苏垦银河盐城分公司环保节能型120万件高端商用车连杆项目 3,500

合计 10,500

拟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项目建设，若有资金缺口由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以自筹方

式解决。本次募集资金拨付到位后，承德苏垦银河连杆有限公司将按项目实施进度及轻重缓

急安排使用；如本次募集资金拨付到位时间与项目进度要求不一致，则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

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拨付到位后予以置换。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人民币）

承诺投资项目

承诺投

资项目

金额

2017年度募

投资金已收

到拨付金额

募集资金投入

募投

比率

2017年度

2018

年度

2019年

一季度

2019年

二季度

合计

苏垦银河小排量增

压型中碳钢裂解连

杆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7,000 7,000 2,380 3,137 190 1,412 7,119 100.00

苏垦银河盐城分公

司环保节能型120万

件高端商用车连杆

项目

3,500 3,500 683 136 0 110 929 26.54

注: 上表中所列的苏垦银河小排量增压型中碳钢列解连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募投项目资

金7000万元， 截止2019年6月30日收到该项目的银行利息收入1,409,549.72元， 支付金额7,

119.00万元是含利息收入收到后，该项目的实际支出。

(3)募集资金投资的执行情况

a.截止2019年半年度度末“小排量增压型中碳钢裂解连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已签订合

同金额7,375.18万元，2019年半年度支付合同款1601.69万元，已累计支付合同款7,119.21万元。

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人民币）

厂 家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累计支付

河北力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连杆大小孔精镗机床 5,668,000.00 5,471,800.00

安徽多邦航模技术有限公司 铰珩机 2,220,000.00 2,220,000.00

无锡锡山太湖清洗机厂 涂油烘干机 188,000.00 188,000.00

无锡锡山太湖清洗机厂 步进式清洗机 540,000.00 540,000.00

北京鼎圆禾创机械有限公司 立式加工中心（哈挺） 516,000.00 516,000.00

北京鼎圆禾创机械有限公司 立式加工中心（威亚） 996,000.00 996,000.00

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立式加工中心（友佳） 1,419,000.00 1,419,000.00

南京海之光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铰珩珩磨机 1,158,000.00 1,158,000.00

南京海之光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双主轴加工中心 759,000.00 752,538.00

南京海之光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数控立式内圆珩磨机 145,000.00 145,000.00

上海宝迈装配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连杆/衬套压装机 570,000.00 570,000.00

无锡富瑞德测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连杆综合测量机 2,198,000.00 2,198,000.00

南京海之光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双主轴加工中心 759,000.00 752,488.00

南京海之光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单轴珩磨机 155,000.00 155,000.00

射阳利德探伤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探伤机 113,800.00 102,420.00

无锡富瑞德测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动综合测量机 1,898,000.00 1,708,200.00

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友佳加工中心 1,419,000.00 1,419,000.00

北京鼎圆禾创机械有限公司 哈挺加工中心 516,000.00 516,000.00

北京鼎圆禾创机械有限公司 威亚加工中心 498,000.00 498,000.00

乳山市双兴机床制造有限公司 双端面磨床 475,000.00 427,500.00

创一国际 激光裂解设备 8,500,000.00 8,736,917.28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 创一国际进口激光裂解设备通关费用 1,500,000.00 1,476,321.30

创一国际 精密镗床 4,500,000.00 4,590,432.00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 创一国际进口镗床通关费用 1,300,000.00 1,309,910.74

上海汇阳机械设备厂 输送线(含补充) 339,600.00 309,620.00

河北力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力准精镗 1,339,800.00 1,272,810.00

无锡富瑞德测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动综合测量机 2,180,000.00 2,018,200.00

北京赫斯威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自动去毛刺机 2,035,000.00 1,831,500.00

承德光大输送机有限公司 步进轨道 126,800.00 126,800.00

河北省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代理招标费 99,737.00 106,302.00

承德信通货运有限公司 设备搬运费 68,100.00 68,100.00

杭州卫东数控机电有限公司

钻镗大小孔2套、钻螺栓孔3套、铣斜面2

套

747,000.00 747,000.00

杭州钰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半精镗3套、铣大小头落差2套 654,500.00 654,500.00

杭州卫东数控机电有限公司

钻镗大小孔1套、吉利双轴散件、吉利螺

栓孔散件、吉利铣斜面散件、

291,600.00 291,560.00

杭州钰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半精镗1套、半精镗散件、铣大小头落差

散件

205,900.00 205,900.00

ALFING�KESSLER�SONDER.

连杆激光处理设备（总价EUR2395000.

00）

19,200,000.00 18,723,463.35

无锡锡山太湖清洗机厂 涂油烘干机 1,078,000.00 970,200.00

无锡锡山太湖清洗机厂 步进式清洗机 376,000.00 338,400.00

无锡富瑞德测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测量机改造 920,000.00 916,500.00

南京海之光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双主轴加工中心 1,513,300.00 1,437,635.00

重庆加尔达科技有限公司 移动式称重打标打码设备 82,000.00 82,000.00

雷尼绍（上海） 比对仪 298,100.00 298,100.00

无锡富瑞德测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测量机改造 295,000.00 177,000.00

无锡富瑞德测控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综合测量机补充 93,000.00 92,205.13

沈阳埃斯莫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局部自动化改造A段 1,798,800.00 1,259,160.00

沈阳埃斯莫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局部自动化改造B段 1,998,800.00 1,398,600.00

合 计 73,751,837.00 71,192,082.80

b.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根据经营战略及市场需求情况将原乘用车连

杆生产线的建设方案调整为商用车连杆生产线，将“苏垦银河盐城分公司年产140万套高强度

节能型中碳钢连杆项目” 变更为“苏垦银河盐城分公司环保节能型120万件高端商用车连杆

项目” 。本项目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是将原产能40万件的商用车连杆生产线扩能成为60万件

产能的平切/涨断连杆生产线，二期新建一条产能60万件的商用车涨断连杆生产线，项目最终

形成为年产120万套高强度节能型中碳钢连杆能力。项目计划总投资4,866万元，原项目已投资

683万元，全部为固定资产投资，即立式加工中心、清洗机等相关通用设备的前期购置，亦可用

于变更后募投项目。项目投入募集资金3,500万元，其余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截止2019年半年度末“环保节能型120万件高端商用车连杆项目” 已签订合同金额938.56

万元，2019年半年度支付合同款110.03万元，已累计支付合同款928.75万元。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人民币）

厂 家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累计支付

无锡市锡山太湖清洗机厂 清洗机 420,000.00 420,000.00

南京海之光数控机械有限公司 双主轴加工中心 759,000.00 759,000.00

烟台开发区博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排屑机 493,000.00 493,000.00

杭州友佳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友佳加工中心 1,326,000.00 1,326,000.00

北京鼎圆禾创机械有限公司 威亚加工中心 3,440,000.00 3,440,000.00

河北省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代理招标费 39,936.00 39,936.00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 电缆 75,654.00 75,654.00

陕西威名建设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工程款 890,147.23 792,001.21

上海汇阳机械厂 输送机 108,000.00 108,000.00

杭州卫东数控机电有限公司

改造12套艾科、DB58、VM、

DE08、485

466,970.00

1,833,874.00

杭州卫东数控机电有限公司

新制作11套艾科、DB58、VM、

DE08、485

1,366,904.00

合计 9,385,611.23 9,287,465.21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中不存在需披露的重大问题，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相关信息。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1：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情况对照表（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总额 10,500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总额 1,711.7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5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总额 8,047.9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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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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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垦银河小

排量增压型

中碳钢裂解

连杆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否 7,000 7,000 1,601.69 7,119.2 101.70%

2019年 12

月

- - 无

苏垦银河盐

城分公司环

保节能型120

万件高端商

用车连杆项

目

否 3,500 3,500 110.03 928.75 26.54%

2019年12

月

- - 无

承诺投资项

目小计

- 10,500 10,500 1,711.72 8,047.95 - - -

归还银行贷

款

否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 - - - - - - - -

合 计 - 10,500 10,500 1,711.72 8,047.95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

和原因

项目处于建设期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剩余募集资金将根据

募投项目计划进度使用，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要求专户存储，专款专

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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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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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日以电邮或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召开通知，于2019年8月22日在昆明以现场表决与通讯

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分别是谢力、董绍杰、

王家兴、张富昆、黄勇、吴以国、张宁、于定明。其中独立董事于定明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

议，书面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叶明代为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谢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9票表决，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要求，结

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况，编制了《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见巨潮资

讯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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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9票表决，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请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日

披露的《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9票表决，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涉及5名关联董事，分别是：谢力、董绍杰、王家兴、张富昆、黄勇。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5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最终本议案经4票表决，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2019年下半年可能与湖南华南光电（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黑龙江北方工具有限公司等关联方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1,12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4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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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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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8月

2日以电邮或书面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召开通知，于2019年8月22日在昆明以现场会议方式举

行。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分别是江朝杰、张伦刚、乔国安、杨建玲、闫文猛，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江朝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

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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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情况。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三）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整体利益

的情形。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65� � � �证券简称：西仪股份 公告编号：2019-032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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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报告的议案》，对公司2019年度可能与关联方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具体内容可见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http://www.cninfo.com.cn）的 《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含控股子公司）预计2019年下半年可能与关联方湖南

华南光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黑龙江北方工具有限公司、第二零

八研究所、四川华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新增日常关联

交易1,120万元， 该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2019年8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谢力、董绍杰、王家兴、张富昆、黄勇进行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

分

关联人

本次新增2019年度关联

交易额度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货物 采购原材料 湖南华南光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

向关联人销售货物 销售产品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600

黑龙江北方工具有限公司 15

第二零八研究所 5

四川华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12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关系与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与五家关联交易方同属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兵装集团” ）控制。

（1）湖南华南光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南光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受兵装集团控制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4年7

月23日，注册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河洑镇华南社区，注册资本5,064万元。经营范围：生产

光机电一体化产品，精密机械加工，光学冷加工，多层真空镀膜及表面装饰加工，精密光机电

产品装配及调试业务；以上产品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经营；货物进出口。

（2）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系受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控制， 成立于2000年6月6日，注

册地址：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注册资本60,181万元。经营范围：制造、开发、销售微型汽车及

其零部件；经营本企业资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黑龙江北方工具有限公司

黑龙江北方工具有限公司系受兵装集团控制，成立于2002年9月29日，注册地址：黑龙江

省牡丹江市阳明区，经营范围：兵器装备产品，民用枪弹，专用设备配套合金制品；技术开发服

务，高新技术及产品引进与开发工业自动化控制及机械、电器设计制造，石油钻采设备、农机

具制造，计算机软件、硬件开发、信息咨询，风力发电装备产品及配套设备生产、销售、技术研

发和服务；机器人及自动化装备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计量理化检测服务；非经营性危险货

物运输。

（4）四川华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华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系受兵装集团控制的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2002年10月30

日，注册资本2,275万元，注册地址：彭州市长江路159号。经营范围：依法从事枪械产品的科研、

生产；从事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科研、生产、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

品配件及技术业务；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5）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系受兵装集团控制的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9月4

日，注册资本50,000万元，注册地址:�哈尔滨市开发区哈平路集中区征仪南路６号。经营范围：

制造、 组装４Ｇ１、４Ｇ９系列汽油发动机、Ｆ５Ｍ４１手动变速器、Ｆ４Ａ／Ｆ５Ａ自动变

速器总成及其零部件，销售合资公司自行组装的发动机、变速器总成以及所使用的零件，并提

供相关的售后服务（含备件供应）和开发服务。

2、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方是依法存续的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

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向兵装集团的成员单位采购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及配套件；

2、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采购、销售往来。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单位之间的交易遵循独立主体、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

依据，采用招投标或比价方式确定价格，最终按合同或协议确定的金额进行结算；其他工业产

品的关联交易价格为政府订价。

按照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决议，公司将根据日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

要，与上述关联方签订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具备完整的业务系统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上述关联交易的发生是公司业务特点和业

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日常关联交易以购销活动为主，关联交易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本

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公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在《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规定了独

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和关联交易决策权限及关联交易的原则为诚实信用原则和平

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定明先生、张宁女士、叶明先生认为：

公司2019年度拟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对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我们同意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相关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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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54� � �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2019-110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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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9年8月20日披露《2019年半年度

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接待时间

2019年9月3日15：30-16：30

二、接待地点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东座1812-1816号会议室

三、接待方式

现场接待

四、预约方式

请有意向参与此次活动的投资者于2019年9月2日前（9：00-12：00、14：00-18：00）与公司

证券事务部联系，以便接待登记和安排。

联系人：朱锦宇、饶依琳

电话：0755-33378926

传真：0755-33378925

邮箱：wanrun@mason-led.com

五、公司参与人员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邵立伟先生、财务总监夏明华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

调整）。

六、注意事项

（1）请来访个人投资者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

资者携带机构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将对来访投资者的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

并存档复印件，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投资者签署《承诺书》。

（3）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证券事务部提出所

关心的问题，以方便公司针对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统一答复。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67� � �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19-157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之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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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191741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对反馈意见中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

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列问题进行了回复。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回复

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公司将

在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 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宜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

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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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86� � � �证券简称：ST围海 公告编号：2019-077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16日召开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

黄先梅女士、陈其先生、费新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之日起三年。

近日，公司接到黄先梅女士、陈其先生、费新生先生的通知，黄先梅女士、陈其先生、费新

生先生已参加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的学习，并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000599� � � �股票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19-041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企业恒宇科技的重整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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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恒宇科技重整概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站披露了《关于投资恒宇科技重整暨签订〈重整投

资框架协议〉的公告》，拟由子公司广饶吉星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星轮胎” ）以人民

币8.99亿元（不含税费）投资于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科技” ）重整，并与

恒宇科技管理人签订了《重整投资框架协议》。

二、恒宇科技重整的进展

2019年8月3日，恒宇科技管理人向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依法批准恒宇

科技重整计划（草案）。公司了解到近日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鲁0523

民破5号之十五）,裁定批准了《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等九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重整计划（草案）” ）。

公司将按照人民法院裁定生效的重整计划（草案）对恒宇科技进行重整。

三、风险提示

恒宇科技重整还需履行资产交割等手续，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山东省广饶县人民法院（2018）鲁0523民破5号之十五《民事裁定书》；

2、《山东恒宇科技有限公司等九公司重整计划（草案）》。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3日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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