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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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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电魂网络 603258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国燕 何慧慧

电话 0571-56683882 0571-56683882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安路435号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西兴街道滨安路435号

电子信箱 dianhun@dianhun.cn dianhun@dianhu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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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8,384,598.08 1,931,528,544.43 1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753,604,608.82 1,709,626,053.32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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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00,550.38 -8,815,153.53

营业收入 293,780,650.00 191,338,346.24 5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5,349,158.04 51,802,241.65 6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710,141.67 43,550,541.96 76.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 3.19 增加1.7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2 6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22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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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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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建平 境内自然人 11.78 28,278,000 28,278,000 质押 15,600,000

陈芳 境内自然人 11.78 28,278,000 28,278,000 无

胡玉彪 境内自然人 10.37 24,894,000 24,894,000 无

郑锦栩 境内自然人 10.37 24,876,000 24,876,000 无

吴文仲 境内自然人 10.37 24,876,000 24,876,000 无

余晓亮 境内自然人 8.73 20,952,000 20,952,000 无

林清源 境内自然人 7.18 17,226,000 17,226,000 质押 3,000,000

徐德发 境内自然人 1.65 3,960,000 3,960,000 无

郝杰 境内自然人 1.60 3,834,000 3,834,000 质押 3,834,000

唐宏 境内自然人 1.18 2,826,700 2,826,7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其中胡建平、陈芳、胡玉彪、余晓亮、林清源五人通过《一致人行动

协议》明确一致行动关系，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其中胡建平、陈芳为夫妇关系。公

司未知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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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公司坚持围绕游戏主业，在坚持传统端游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手游

业务、主机业务的研发和运营，通过精选产品和市场，加快海外市场的业务拓展。 同时，通过资本并购优质

资产降低产品单一风险，为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378.07万元，同比增长53.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

534.92万元，同比增长64.76%。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222,838.46万元，同比增长15.37%；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75,360.46万元，同比增长2.57� %。

一、研运一体化布局，打造精品化、多样化游戏产品

1、端游产品保持稳定

报告期，公司客户端游戏保持相对稳定增长。 面对端游市场整体增速放缓的不利局面，公司坚持不断

提升游戏品质，通过持续加强技术研发、版本创新、组织玩家见面会等，保障产品较好的盈利能力。 报告期

内，公司主要端游产品《梦三国》、《梦塔防》用户数量和充值流水保持稳定。

2、新产品持续推出

报告期，公司自主研发的《梦三国手游》复刻版、《梦塔防手游》、《元能失控》等多款游戏上线运营。

《梦三国手游》复刻是一款国风MOBA+RPG类产品，延续《梦三国》十年经典IP，完美复刻端游玩法，

传承了梦三国的经典元素，于2019年1月17日在IOS和自有官方平台进行不删档测试，于2019年7月19日进

行全平台上线运营。

《梦塔防手游》是全新竞技类塔防手游，采用突破性3V3实时对战玩法，拥有丰富的英雄、卡牌、以及

巧妙的搭配策略，产品已在2019年4月9日全平台上线运营。

《元能失控》是带有Roguelike元素的合作类游戏，玩家将和自己的队友一起探索随机生成的危险世

界，收集资源，探索堡垒，用各种各样神奇的武器去战胜来自各个时空的怪物，揭开堡垒深处魔王的秘密，

该产品已于2019年4月份上线steam平台。

3、储备优质原创IP，发力H5游戏，深耕手游细分市场

公司经过多年研发投入，打造了“梦三国” 、“野蛮人大作战” 等一批市场知名度较高的原创核心IP。

报告期内， 公司继续加大原创IP的研发投入， 公司自主研发复古武侠沙盒RPG游戏 《我的侠客》（暂定

名），并就该产品与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签订游戏独家代理协议。 报告期，公司已组建尖端研

发人员组建游戏制作团队，开发基于DC宇宙的全新主题多人移动游戏。此外，公司还储备了《创世争霸》、

《X2解神者》、《冒险与推图》、《献给终末的歌谣》等多款产品。

闪电玩平台是公司旗下H5游戏开发联运平台，提供H5游戏相关的多功能一站式浏览交互服务，已实

现PC、移动端的数据、平台、游戏互通，兼容各大浏览器，PC端多款游戏同屏开玩的模式。 该平台拥有完整

的生态系统，集社交、成就、赛事、智能推送等于一体的游戏与平台，目前已上线上百款游戏，产品涵盖传奇

类、角色扮演、回合制、策略、卡牌、女性向、休闲类、古装仙侠等各类型游戏，平台运行良好。

二、加快资源整合，海外市场业务稳步推进

报告期，海外团队加快风控、测试等优秀人才的引进，并通过优化新项目上线流程、加快新产品引进，

不断提升团队战斗力。一方面通过优化和调整市场方向，持续提升原有项目盈利能力。同时，海外团队结合

海外市场的特点，加强市场调研，精选公司自主研发或引进海内外其他厂商研发的优质IP，不断积极探索

创新发行方式，促进海外业务发展。

三、通过产业并购，完善公司业务产品体系，增加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为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加快海外市场业务的开拓，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出资2.89亿元收

购了游动网络80%股权，游动网络是国内最早涉足手机网络游戏开发及运营的公司之一，通过自主研发先

后推出了包括《坦克之王》、《小宝当皇帝》、《商战创世纪》（韩国）等知名手机游戏，目前有多款手机游

戏产品在线运营。游动网络拥有一定的产品储备，报告期已陆续上线《鹿鼎记》、《胭脂妃》、《宫庭秘传》、

《华武战国》等产品。本次收购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线，提升了手游业务和海外业务比例，优化公司产品和

市场结构，从而提高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四、创新驱动，增加企业竞争力

公司持续加强研发领域的投入，以市场需求和用户体验为导向，积极推进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工作。

报告期，公司新获得3项发明专利，24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拥有专利8项，其中发明

专利5项，外观设计专利3项；取得软件著作权265项。2019年上半年，公司荣获“2018中国软件行业最具影响

力企业、2018年度最具行业带动企业和2019年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贡献影响力企业。

五、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保障公司良性发展

报告期内，为了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公司向激励对象实施了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11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371.10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47万股。 通过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的实施，充分调动了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业务）骨干的积极性，有

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紧密结合，为公司长远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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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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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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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8月15日以书面、邮件的方式告知各位董事。本次会议

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参会董事7名。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

议由董事长胡建平先生主持，与会董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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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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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6]2181�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5.62�元，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937,200,0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64,663,800.00�元，合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72,536,200.00�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汇会验[2016]441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金额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2019年1-6月，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9,835.51万元，其中网络游戏新产品开发项目2,447.74万元、网

络游戏运营平台建设项目67.98万元、收购厦门游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80%股权项目17,319.80万元；2019年

1-6月，公司收到的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后的净额为249.49万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余额为47,517.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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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号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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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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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连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

杭州银行白马湖支行、宁波银行杭州分行滨江支行、江苏银行滨江支行签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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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

专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三个募集资金

专户，其中：杭州银行白马湖支行，账号为：3301040160005487031；宁 波 银 行 杭 州 分 行 滨 江 支

行 账 户， 账号为：71110122000026237；江苏银行滨江支行账户，账号为：33260188000012992。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9年6月30日止，本公司有2个募集资金专户，并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认购了1个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对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银行账号/产品 存储余额 账户性质

杭州银行白马湖支行

网络游戏新产品开发项目/收购厦门游动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80%股权

3301040160005487031 50,202,879.58 活期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000.00 理财产品

宁波银行杭州分行滨江

支行

收购厦门游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80%股权 71110122000026237 24,970,948.64 活期存款

合计 475,173,828.22

[注]�江苏银行滨江支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该募集资金账户已于2017年7月注销。

三、本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9年1-6月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9,835.52万元，详见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2017年12月6日）及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12月22

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8年11月15日）审议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年1月7日）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5亿元闲置募集资

金，选择适当的时机，阶段性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以上资金额度在决议

有效期内可以滚动使用，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决议有效

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有效。公司拟进行委托理财的金融机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构成

关联交易。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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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未

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的前提下，公司通过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019年1-6月，公司在董事会批准的额度内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滚动管理及取得的收益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 期限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

回本金

实际取

得收益

“添利宝”结构性存款 40,000 2019.01.07-2020.01.07 4.60% 未到期 未到期

截至 2019年6月3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金额为40,000.00万元。

（三）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期各募投项目正有序实施，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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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无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六）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网络游戏新产品开发项目受行业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投资期预计会相应延长，但项目目前均在持续

推进中。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共变更了2项，涉及金额为人民币67,531.10万

元，具体变更项目情况如下：

根据2017年3月24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决定变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内容，即网络游戏新产品开发项目的实施内容由原来的“新增《H-Game》、《梦城堡》、

《梦将传》、《霸业无双》、《回到桃园》和《战魂策》六款不同类型的网络游戏新产品” 变更为“新增《预

研新游 M》、《梦城堡》及开发多款移动游戏新产品。 ” 2017年4月17日，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议案》。

根据2019年1月30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决定变更网络游戏运营平台建设项目、网

络游戏新产品开发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厦门游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80%股权。 其中，变更

网络游戏运营平台建设项目资金金额为19,679.56万元（含利息收入）；变更网络游戏新产品开发项目资金

金额为9,317.81万元，合计变更募集资金金额为28,997.37万元。 网络游戏新产品开发项目投资总额超出募

集资金投入部分，由公司自有资金补足。 2019年2月20日，本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于收购厦门游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80%股权的议案》。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均投向所承诺

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重大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7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年1-6月

编制单位：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7,253.6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835.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67,531.1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5,184.1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7.40%

承诺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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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投项目：

网络游戏新产品开

发项目

是 47,851.54 38,533.73 45,222.79 2,447.73 6,649.16 -38,573.63 14.70 尚未建成 否

网络游戏运营

平台建设项目

22,047.90 3,837.71

未做分期

承诺 67.98 3,837.71

不 适

用

100.00�[注 1]

不

适用

不

适用

否

网络游戏软件生产

基地项目

否 17,354.18 17,354.18 17,354.18 17,377.48 23.30[注 2] 100.13

2017年 12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收购厦门游动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80%

股权

28,997.37 17,319.80 17,319.80 17,319.80 100.00

2019年3

月1日

2054.94 不适用 否

合计 87,253.62 88,722.99 19,835.51 45,184.15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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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2�月 5�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

有资金 14,830.43�万元。对此，保荐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中汇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中汇会鉴[2016]46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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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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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二/（二）”

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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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注 1：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注 2：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附件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9�年1-6月

编制单位：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变 更 后

的项目

对 应 的

原项目

变更后 项

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 资 进

度(%)�(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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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

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网络游戏新

产品

开 发 项

目

网络游戏新

产品

开 发 项

目

38,533.73 45,222.79 2,447.73 6,649.16 14.70 不适用 否

收 购 厦

门游动网络

科技有限公

司80%股权

网 络 游

戏新产品

开 发 项

目

9,317.81

2019

年3月1日

2054.94 不 适

用

否

网 络 游

戏运营平

台 建 设

项目

19,679.56 17,319.80 17,319.80 17,319.80 100.0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四”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六）”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三/（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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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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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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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

格式进行的修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当期及前期损益、总资产、净

资产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9年4月30日， 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以下简称

“财会[2019]6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2019年中期

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应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根据财政部的上

述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照上述通知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编制公司的财务

报表。

（二）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08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会[2019]6号通知的要求，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主要进行了以下调整：

1、资产负债表中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原

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列示）”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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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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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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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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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当期及前期损益、总

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产生实质性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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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列报

格式进行相应调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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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对财务报表的列报格式进行相

应调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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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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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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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08月26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08月15日以书面邮件方式告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参

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罗扬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就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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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在审核过程中，未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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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对财务报表的列报格式进行相

应调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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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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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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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传 60185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凡

电话 010-64010643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北街16号

电子信箱 investor@mail.sciencep.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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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931.34 495,044.66 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7,219.19 353,263.36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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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979.18 -102,664.24 -66.54

营业收入 103,596.83 91,990.95 1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14.59 11,255.89 2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401.65 10,020.13 23.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4 3.55 增加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4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4 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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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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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3.66 582,255,000 582,255,000 无 0

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72 29,406,818 0 无 0

电子工业出版社 国有法人 3.72 29,406,818 0 无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国有法人 1.50 11,863,636 11,863,636 无 0

吕剑锋 境内自然人 1.32 10,400,000 0 无 0

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4 5,881,364 5,881,364 无 0

吕鸿标 境内自然人 0.47 3,734,600 0 无 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

未知 0.19 1,500,000 0 无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沪

未知 0.16 1,230,200 0 无 0

戚世旺 境内自然人 0.16 1,228,1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第一大股东中国科技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第六大

股东中国科学院控股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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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和出版方

向，积极稳健推进各项经营工作，并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公司精品力作荣获

重大奖项，经营质量效益不断提升，产业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整体工作稳健向好。 报告期

内，公司财务指标继续保持稳健增长，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经营业绩持续增长

2019年上半年，公司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在社会效益方面，公司继续强化精品出版，着力提升公司品牌和社会影响力。公司《新时

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精学导读丛书（第一批）》入选中宣部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

题。 公司《马藏（第一辑）》《集成电路设计丛书》《高超声速出版工程》《吴文俊全集》《黑

河流域生态一水文过程集成研究》《泛喜马拉雅植物志（英文版，第一批）》《中国古脊椎动

物志（第二批）》《中国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病学图集》《〈烧伤学〉系列音像制品》9个项目

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在经济效益方面，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3,596.83万元，同比增长12.62%；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3,814.59万元，同比增长22.73%。

2.抓住科技期刊发展机遇，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科技类学术期刊是科技创新成果交流传播的重要载体， 是科技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3月20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赴科学出版社调研。他强调，在改革发展

新形势下，公司要明确目标使命，优化组织结构，推进市场化发展，建立开放平台，为创建一

流期刊试点先行。 公司作为国家级的科技期刊出版基地，今后将继续努力提升科技期刊国际

影响力，培养专业化期刊出版人才，培育和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根据2019年6月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 公布的2018年度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公司有53种刊物入选SCI，其中14种刊物位居国际同领域期刊排名的

Q1区。《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的最新影响因子为13.222，在国际多学科

综合类期刊排名中仅次于Nature和Science，跃居前三，逐步成为展示国内外重大研究进展的

重要平台、世界了解中国前沿科技活动的重要窗口。《中国科学》系列、《科学通报》和《能源

化学》等期刊SCI影响因子也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科学通报》（英文）的最新影响因子为

6.277，位列全球综合性学术期刊第八位。

3.战略实施不断落地，转型升级成效显著

2019年上半年，公司根据“十三五” 战略规划纲要，继续在专业学科知识库、数字教育云

服务、医疗健康大数据三大业务方向上继续发力，加速推进向知识服务转型并取得了新的突

破。

第一，公司继续在专业学科知识库、数字教育综合服务、医疗健康大数据三大业务方向

加快推进数字化平台建设。 已经建成的“科学文库” 、“科学智库” 、“中国动物志数据库” 、

“中科云教育平台” 、“爱一课平台” 、“中科医库平台” 、“中科医库” 、“康复医学云平台” 等

数字化平台内容资源不断丰富，功能实现进一步升级与优化，并形成相关收入。

第二，为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公司继续推动多个数字产品建设，如“中国古生物地层知

识库”等。这些新的数字产品的不断投入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公司数字业务布局，推动数字产

品集群发展。

第三，为推动公司数字项目的开发建设，培育自有的技术团队，做好公司未来数字产品

长期运营更新和维护，公司投资了5000万在苏州注册设立中科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投

资5000多万在苏州工业园区CBD中心购买了办公用房。 未来，中科传媒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将

成为支撑公司转型升级的技术研发中心以及推动公司数字业务创新的孵化器。

4.推动国际化战略落地，提高国际影响力

2019年6月28日，公司与法国化学学会、法国物理学会、法国光学学会、法国应用数学与工

业学会4家学会签署了《股份购买协议》，取得收购法国EDP� Sciences� 100%的股权的重要阶

段性成果。 根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监管机构关于境外投资管理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还

需要履行国内监管机构相关审批程序。 待审批通过后，《股份购买协议》最终生效，并完成后

续交割工作，法国EDP� Sciences将成为我公司在欧洲的全资下属公司。

这一举措是公司完善国际化布局，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一步，也是公司推动世界一流

科技期刊建设的重大创新举措。 通过并购，公司可迅速获取国际优质内容资源、作者资源、市

场资源及分销渠道，大大提高品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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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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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858� � � �证券简称：中国科传 公告编号：2019-030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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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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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上证公字[2013]13号），现将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截至

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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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2月1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111号）核准，公司成功向社会公开发行境内

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3,050万股新股，占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16.51%，其

中网下发行1,30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发行数量为11,745万股，占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90%，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84元/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92,62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34,097,700.00元。 截至2017年1月12日，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经由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于2017年1月12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2017]第1-00008号）。 本次发行的13,050万

股A股股票经上海证券交易所[2017]17号文批准，已于2017年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流通。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项 目 金额(元)

募集资金到账净额 834,097,700.00

减：累计募集资金直接投入项目 93,187,681.94

其中：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85,000,000.00

中国科技信息数字出版项目 4,508,181.94

中国科技出版资源管理平台项目 3,679,5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41,535,362.5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782,445,380.6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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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相关规定，公司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

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中路支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平里支行于

2017年1月12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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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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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户 余额（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8110701014000874723 3,910,540.0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结构性存款 270,000,00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通知存款 7,00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110913236810808 9,284,710.6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亚运村支行 结构性存款 370,0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中路支行 110060567018800012969 1,406,152.1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中路支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三环中路支行 通知存款 18,000,0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平里支行 20000008514700014577897 1,843,977.81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平里支行 结构性存款 58,000,000.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平里支行 通知存款 3,000,000.00

合计 782,445,380.6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参见本报告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25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5月24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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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项目建设进度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 公司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7.5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类约定的结构性存款、定期

存款和通知存款， 以上资金额度自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次年年度股东

大会召开之日有效，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保荐机构、监事会、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

意见。

公司2019年上半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全部到期产品的

募集资金已如期归还。

合作方 管理方式

金额

（元）

期限

年化

收益率

收益金额（元）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110,000,000.00 2019.1.28～2019.4.29 3.63% 995,515.07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0 2019.2.11～2019.5.13 4.00% 1,994,520.55

交通银行 结构性存款 40,000,000.00 2019.2.1～2019.8.2 4.00% 尚未赎回

北京银行 结构性存款 58,000,000.00 2019.1.28～2019.7.29 4.10% 尚未赎回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70,000,000.00 2019.2.20～2019.8.20 3.80% 尚未赎回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250,000,000.00 2019.1.28～2019.7.29 3.80% 尚未赎回

中信银行 结构性存款 200,000,000.00 2019.5.17～2019.8.28 3.70% 尚未赎回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款 120,000,000.00 2019.5.7～2019.11.7 3.80% 尚未赎回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公司也不存在募投项目

已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 2019年6月30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合理使用募集

资金，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7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3,409.7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1.3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318.7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项

目，含部分

变更（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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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

文库” 重大

图书出版项

目

一 26,546.33 一 26,546.33 0 0 -26,546.33 0 一 一 一 否

中国科技信

息数字出版

项目

一 36,259.54 一 36,259.54 170.58 450.82 -35,808.72 1.24�% 一 一 一 否

中国科技出

版物营销体

系项目

一 5,731.33 一 5,731.33 0 0 -5,731.33 0 一 一 一 否

中国科技出

版资源管理

平台项目

一 6,372.57 一 6,372.57 40.80 367.95 -6,004.62 5.77% 一 一 一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一 8,500.00 一 8,500.00 0 8,500.00 0 100% 一 一 一 否

合计 一 83,409.77 一 83,409.77 211.38 9,318.77 -74,091.00 11.17% 一 一 一 一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中国科技文库”重大图书出版项目：为提升募集资金投资效益、做好项目投资风险

控制，公司将结合市场及业务发展变化情况适时对项目进行投入。

中国科技信息数字出版项目： 项目已从募集资金中累计支出450.82万元， 建设

“科学文库”和“科学智库”等专业数据库产品，项目总体目前仍在建设过程中。

中国科技出版物营销体系项目：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中。

中国科技出版资源管理平台项目：项目已从募集资金中累计支出367.95万元，已

完成建设“科技出版云”系统（包括协同办公系统、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资产管理系

统）与网上报销管理系统，均已上线运行。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现金管理情况详见报告正文。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尚余资金782,445,380.60元。 结余原因为募投项目

正在建设过程中，相关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证券代码：601858� � � �证券简称：中国科传 公告编号：2019-031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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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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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号-新闻出版》的相关规定，现将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未

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 图书业务

单位：万元

项目

销售码洋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本期 上期

增长率

（%）

本期 上期

增长率

（%）

本期 上期

增长率

（%）

本期 上期 同比增减

图书业务

（1-6月）

124829 111654 11.80

42812.

20

38325.6

3

11.71

16183.

58

16385.

53

-1.23 62.20 57.25

增加4.95

个百分点

二、 期刊业务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刊发行量

(万册）

已确认服务

收入

已确认广告

收入

已签订广告订单额

广告违法违纪处罚情

况

期刊业务

（1-6月）

63.88 2119.10 46.01 45.10 无

注：上述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仅供各

位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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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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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于2019年8月27日以非现场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本

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

开董事会的人数。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公告编号：2019-029）。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表决

结果为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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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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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

本议案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表决

结果为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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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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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

年8月27日以非现场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8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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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公告编号：2019-029）。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表决

结果为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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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指定媒体披露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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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0）。

本议案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表决

结果为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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