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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７８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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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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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华智能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姓名
办公地址

００２１７８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唐文妍

王垒宏

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１２５５号普陀科技大厦７楼

上海市普陀区西康路１２５５号普陀科技大厦７楼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８１８６８６＊３０９

０２１－６１８１８６８６＊３０９

电子信箱

ｙａｎｈｕａ＿ｓｈ＠１２６．ｃｏｍ

ｙａｎｈｕａ＿ｓｈ＠１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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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２，５６０，８１０．９２

５５０，７４３，１２８．２２

－２６．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０，３３０，０２０．３５

２１，７５４，１６０．０２

－１９３．４５％
８．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２２，７５５，３６６．９３

－２４，９４６，５１２．６８

－１３５，５９７，３９４．６１

－１４１，９７４，３９２．２５

４．４９％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２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３

０．０３

－２０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５％

１．８８％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上年度末

－４．３３％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１，８２３，３８６，５９２．０９

２，００５，７５５，１８２．８１

－９．０９％

８２０，１３７，２２４．６０

８４１，６３２，７９３．８６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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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
５９，３０３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华融（
天津自贸区）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胡黎明

境内自然人

上海雁塔科技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１７．４１％ １２３，９８３，７２１
９．４６％

６７，３８９，１３７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０
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９．４６％

６７，３８９，１３６

廖邦富

境内自然人

２．２７％

１６，１６２，５２３

０

虞云龙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０％

７，１５４，６００

０

０

廖定鑫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６％

５，３９０，０９８

０

廖定烜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５，１８６，３９８

０

冻结

２，５１４，１３６

质押

６７，３８９，１３６

冻结

３４，９９３，９３９

质押

３，３９９，９９９

康宇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２，４４０，０００

０

袁超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４％

２，４０８，０００

０

郭彦宏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３％

２，３７８，６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胡黎明先生与上海雁塔科技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９日签署《
关于上海延华智能
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投票权委托协议》，胡黎明先生将其持有的６７，３８９，
１３７股股份对应的投票权委托给上海雁塔科技有限公司行使。
廖邦富为廖定烜和廖定鑫的父亲，三人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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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聚焦优质项目，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４０，２５６．０８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２６．９１％，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２，０３３．００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１９３．４５％。 为应对收入、利润下降的情况，
公司一方面加强成本控制，另一方面提升盈利能力、聚焦于毛利率较高并可长期持续经营的
优质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毛利率为１６．１６％，较去年同期上涨６．５１％；智慧医疗与大健康
板块毛利率２９．０５％，较去年同期上涨５．６４％。
２、研发驱动，推动业务优化与收入结构转型
公司持续投入技术研发，加大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领域的研发力度，不断探索在
新型智慧城市阶段的业务优化与收入结构转型，逐步增加软件、云平台、信息服务的收入占
比。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云平台与信息服务类收入为７，７１０．８８万元，占营业总收入１９．１３％；物
联网系统技术服务类收入为１．７８亿元，占营业总收入４４．２３％；智慧城市基础设施服务类收入
为１．４２亿元，占营业总收入３５．３１％。 公司将继续优化业务结构以推动收入结构转型，进而提升
公司毛利率和净利率。
３、逐步试点业务合伙人模式，保障公司长期竞争优势
为了提高经营管理团队主观能动性，更好地推动公司战略性发展，报告期内，在董事会
主导下，公司逐步试点业务合伙人模式，推动核心管理团队从“
经理人”向“
合伙人”的思维转
变，发挥经营能动性，主动承担公司长期发展责任，保障公司长期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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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施新金融工具准则。
２０１９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４月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３０日发布《
２０１９］６号）相关规
定。
无其他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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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延华西部健康医疗信息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０２月１９日工商注册成立，注
册资本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延华智能认缴出资２，２５０万元，占注册资本４５％。本公司为成都延华
西部健康医疗信息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董事会席位过半数，能够对被投资单
位形成控制。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７８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１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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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
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以电话、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星期二）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７人，实际出席董事７人，由公司董事长潘晖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
上海延华智
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该议案经全体董事１／２以上同意。
《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报告摘要》刊登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二、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经全体董事１／２以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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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涉及对公司以
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

公司代码：６０３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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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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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因此，董
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会同本公告刊登于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备查文件：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１、《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
２、《
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７８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联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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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Ａ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２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联明股份

６０３００６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办公地址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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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
星期二）以现场
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以电话、书面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３人，实际出席监事３人，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黄复兴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
上海
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该议案经全体监事１／２以上同意。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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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报告摘要》刊登于《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二、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回避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经全体监事１／２以上同意。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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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财务
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会同本公告刊登于
《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备查文件：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１、《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

电子信箱

ｓｏｎｇｙｕｎｙｕ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ｍ．ｃｏｍ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ｍ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ｌｍ．ｃｏｍ

证券代码：００２１７８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４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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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度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 《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
通知》（
财会〔
以下简称“
《
修订通知》”）的规定，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２０１９〕６号）（
１、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颁布了《
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２０１９年度中
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属
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根据《
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
修订通知》的要
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２、变更日期
公司２０１９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均执行上述修订后
的会计准则。
３、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执行的会计政策为财政部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修订并发布的
《
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８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企业会
２０１８〕１５号）、《
计准则一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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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
修订通知》的有关规定。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发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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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变更审议程序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规
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修订通知》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１、根据《
（
１）资产负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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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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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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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新增“
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
２）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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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利润表
“
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研发费用”项目，补充
－”号填列）”。 “
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利润表新增“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
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
利得或损失。 该项目应根据“
以“
－”号填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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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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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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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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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涉及对公司以
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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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对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不会对当
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对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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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１、《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
３、《
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证券简称：越博动力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１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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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南京越博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３００４６４

股票简称：星徽精密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５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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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在中国证

广东星徽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汽车产销整体处于低位运行，产销量低于年初预期，我国汽车乘用车销
量完成１０１２．７万辆，同比下降１４％。 公司两大主要客户上汽通用、上汽大众产销量仍位居全国
三甲之列。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营业收入４３，６６７．３０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９．４８％。报告期内经过

０２１－５８５６００１７

０２１－５８５６００１７

后期产品量产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保障。 特斯拉上海建厂项目启动后，公司也积极进行商务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３２８８号５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３２８８号５楼

接洽，目前已进入其供应商目录，公司正继续推进市场接单及新项目开发工作。

单位：元

２． 持续全力推进降本增效工作。 面对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降本增效成为经

本报告期末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上年度末

总资产

２，００７，８１９，６８４．５０

２，０４７，５７５，１６２．６２

－１．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０７８，６７９，４７０．８４

１，０３２，７９４，６７７．８７

４．４４

本报告期
（
１－６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上年同期

６５，３４８，１５８．３４

６８，８２９，０９６．５０

－５．０６

４３６，６７３，０３４．０１

４８２，３９５，２９２．１９

－９．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５，８８４，７９２．９７

４６，２５５，６８５．０６

－０．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 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３９，９２３，７７１．９１

４４，４６８，６７６．６１

－１０．２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３５

４．８６

减少０．５１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４

０．２４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４

营工作重点内容。 公司对于得料率提升、工艺优化、定额管理等降本增效措施方面进行了重
点分析和讨论，并将核心降本指标分解到各生产基地，由公司管理部进行监督管理，每月评
审，切实保证各项降本增效工作得到有效落实。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仍在持续进行降本增效
工作。
３． 继续加大物流业务的市场开拓力度。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物流业务的市场开
拓力度，在原有业务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新客户，努力提升公司物流服务业务的规模和行业地
位、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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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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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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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
例（
％）

股东性质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司
吉蔚娣
张桂华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５９．９７

１１４，５８９，５８８

境外自然人

３．７３

７，１２０，０００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质押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８

４，１６０，０００

０ 未知

马宁

未知

０．９９

１，８９１，５００

０ 未知

林茂波

未知

１，３３６，９００

０ 未知

０．７０

叶平

未知

０．４３

８１２，６００

０ 未知

李政涛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２

７９４，０００

０ 无

陆龙元

未知

０．３８

７２２，０００

０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其他
任公司

０．３４

６４９，４００

０ 未知

０．３２

６１３，９００

０ 未知

倪皓冰

未知

５３，５００，０００

７，１２０，０００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吉蔚娣为
实际控制人之一。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债券代码：１２８０６８

债券简称：和而转债

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度修订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
第２３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号一
２４号一一套期会计》和《
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准
一金融工具列报》。 （
则），要求境内上上市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执
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经本公司审议通过，自２０１９
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关于修订印发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了《
财会
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
２０１９）６号），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
修订。 公司作为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
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业， 按照该文件规
定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对２０１９年度及以后期间
的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进行调整， 并对可比
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备注（
受重要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
额）
上期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１９０，０６３，３３３．３４元，
其他流动资产减少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交
易性金融资产增加３３０，０６３，３３３．３４元，本
期交易性金融资 产 金 额 ３４１，１５０，４４４．４４
元； 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１０，０７９，
３６５．００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１０，
０７９，３６５．００元， 本期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金额１０，０７９，３６５．００元。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拆分为 “
应收票
据”和“
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上期金额９，６９０，０００．００
元；“
应收账款” 本期金额２４９，９０９，７８５．２９
元， 上期金额２９７，３９１，４６１．８２元；“
应付票
应付票据”和“
应
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
付账款”，“
应付账款” 本期金额２１４，１４９，
０４６．２０元，上期金额２３７，７４５，７９０．８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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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６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股，含本数）

汪显方

５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９％

秦宏武

７５，０００

０．００８８％

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
因四舍五入，小数点存在误差）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５０，０６３股 （
含本数），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汪显方先生、秦宏武先生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含本数），拟减持股份不
０．００５９％；执行总裁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７５，０００股（
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为０．００８８％。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证监会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
２０１７］９号）、《

份不超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公司的股
份。
截至本公告日，汪显方先生、秦宏武先生均严格履行上述承诺，本次拟减持股份不存在

则》等减持规定，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后续将继续严格遵守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承诺。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拟减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和而泰”）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
汪显方先生、执行总裁秦宏武先生发来的《
关于股票减持计划告知函》，董事汪显方先生拟通

持股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份来源

汪显方

董事

２００，２５０

０．０２３４％

限制性股票激励、二级
市场购买

秦宏武

执行总裁

３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１％

限制性股票激励

１、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汪显方先生、秦宏武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２、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１、本次拟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偿还认购限制性股票的银行贷款以及缴
纳限制性股票解锁个人所得税。
２、股份来源：认购公司实施的２０１７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二级市场购买
３、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４、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汪显方先生、秦宏武先生严格遵守相应的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４、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公
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定的窗口期，则不减持。

汪显方先生、秦宏武先生出具的《
关于股票减持计划告知函》。

５、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特此公告

６、拟减持数量及比例：根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每年减持的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不超过其上一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２５％。本次相关人员计划减持

董 事 会

的数量不超过该数量。

证券代码：６０３３２８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３８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管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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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

持股比例

（
一）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日披露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司财务总监金鏖先
生拟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期间， 通过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拟减持股份数量为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即减持不超过４．５万股
（
含本数），具体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停止
减持。

金鏖

减持数量 减持比
（
股）
例
４５，０００ ０．００４５％

减持方
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
减持总金
区间
额（
元）
（
元／股）

２０１９／５／３１ ～ 集 中 竞 １０．２０
价交易 １１．５５
２０１９／１１／２７

－

减持完成
情况

４９３，２５０ 已完成

股份减持实施完毕告知函》，其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公司收到公司财务总监金鏖先生出具的《
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４．５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００４５％。 减持后，金鏖先生

０．０１３５％

√是 □否

□未实施 √已实施

（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
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持有公司股份１３．５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０１３５％。 金鏖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华脉科技

１３５，０００

当前持股
比例

减持的日期分别为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６月２６日、８月２６日。
（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实施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财务总监金鏖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注：上表“
减持期间”是指金鏖先生拟实施本次减持计划的期间，金鏖先生实际实施本次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４２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０．０１８０％ 其他方式取得：１８０，０００股

１８０，０００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６０３，８２１股的０．０１８０％。

●

持股数量（
股）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高管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财务总监金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１８万股，占公司总股本９９７，
●

股东身份

金鏖

重要内容提示：

２０１９／８／２８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１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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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２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１４，９００万元全部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下，使用不超过１５，０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南京华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通过之日起１２个月内，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４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８ 日

证券简称：沪宁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８

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３．１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１． 继续努力市场接单和新项目开发。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努力市场接单以及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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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开发工作，公司技术研发团队不断增强团队力量，全力保证项目开发的进度和质量，为公司

２．２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证券代码：３００６６９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适用√不适用

杨明敏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
证券代码：３００７４２

√不适用

２．６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进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证券事务代表

宋韵芸

电话

□适用

公司管理团队与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严格控制成本、优化工艺、提升运营效率，公司重点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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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
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

报告》及《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杭州沪宁电梯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