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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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阿科力

603722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常俊 朱萌

电话

0510-88263255 0510-88263255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新材料产业园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新材料产业园

电子信箱

changjun@chinaacryl.com Zhumeng7@chinaacry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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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922,811.51 675,438,935.33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19,596,715.78 518,934,778.58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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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46,419.63 27,863,263.66 -32.72

营业收入

262,339,643.14 193,093,492.35 3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001,937.20 22,887,279.68 -2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387,666.47 21,737,104.93 -2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3.43 4.35

减少

0.9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1 0.26 -1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1 0.26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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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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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学军

境 内 自 然

人

28.03 24,300,000 24,300,000

质押

1,850,000

朱萌

境 内 自 然

人

11.53 10,000,000 10,000,000

无

0

崔小丽

境 内 自 然

人

11.53 10,000,000 10,000,000

质押

4,300,000

尤卫民

境 内 自 然

人

2.77 2,400,000 2,400,000

无

0

中山联动第一期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31 2,000,000 2,000,000

无

0

何旭强

境 内 自 然

人

1.74 1,510,000 1,510,000

无

0

甘源

境 内 自 然

人

1.64 1,420,000 1,420,000

无

0

朱轶谊

境 内 自 然

人

1.15 1,000,000 1,000,000

无

0

张文泉

境 内 自 然

人

1.06 920,000 920,000

无

0

陈昱

境 内 自 然

人

1.02 884,500 884,5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朱学军与崔小丽是一致行动人，朱学军与崔小丽是夫妻关系，朱轶谊

与朱学军是父子关系，朱学军与朱萌是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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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国际经济形势依旧复杂，在中美贸易战持续影响的背景下，公司全体员工

团结一致，不懈努力，坚持以产品研发、技术创新为核心，以提升内部管理为基础，销售为重

点，生产为根本，推进企业不断发展进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233.96万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35.8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800.19万元，同比下降21.35%。

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弗共同投资设立阿科力中弗，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公司以自有

资金认缴人民币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0%；中弗认缴4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0%。阿科力中

弗主营业务范围包括燃料电池系统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燃料电池产业建设、管理、运行、维

护；汽车充电服务；新型电池材料、电池产品、储能材料、储能设备的销售及相关技术的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等。投资成立的阿科力中弗为阿科力的控股子公司，已于2019年4月23日

取得营业执照，目前经营状况正常。阿科力中弗已开始投资建设以燃料电池提供电能的新能

源汽车充电站，其中燃料电池的主要燃料可以是天然气、氢气、柴油等。

产品销售：

2019年1-6月，公司秉持高端、优质客户优先，信誉优良客户优先的销售思路，保证重点优

质客户的需求。同时优化改善客户资源结构，通过销售政策进一步淘汰销售额较小，信誉度较

低的客户。继续与瀚森、迈图、杜邦、兰科化学、斯伦贝谢等世界知名企业保持良好的合作。

2019年上半年，公司新增聚醚胺小品种产品，已完成批量销售。其中向北美、欧洲、印度、韩国、

意大利等地出口的分子量为400的聚醚胺产品销售量达到100吨以上； 分子量为400的聚醚胺

产品在国内的销售量也达到150吨左右。同时，公司用于页岩油、页岩气开采的聚醚胺产品，世

界著名的油气开采服务商斯伦贝谢的采购量明显增加。 公司新产品高透光材料 （环烯烃单

体），即涂料行业“十三五” 规划重点研发的脂环基丙烯酸酯，2019年上半年的销售量已达到

去年全年的销售量水平，处于稳定增长中。受中美贸易关系影响，2019年上半年公司对美出口

量下降幅度明显。公司积极与客户协商，客户根据其全球市场的需求情况，将美国的产品订单

转移至非美国地区，保持整体稳定。

产品生产

在国家不断加强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管理的大背景下，公司生产基本稳定，并能满足市场

需求。2019年上半年，在积极配合所在园区环保、安监部门进行的环保、安全设施升级改造的

同时，公司生产部门、设备部门积极确保生产设备正常运转，保质保量的完成销售部下达的生

产任务指标。公司针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不断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效率；不断优化内

部安全生产制度、加大内部安全检查力度、提升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在保证生产效率和产品质

量的同时，杜绝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有效地保证了生产设备及一线员工在安全、良好的状态

下工作。

2019年上半年， 公司继续加大环境保护投入： 继续聘请专业检测机构对公司进行LDAR

(泄漏检测与修复)检测，通过对生产装置潜在泄漏点进行检测，及时发现存在泄漏现象的零配

件，并进行修复或替换，进而实现降低有机物的泄漏机率；对焚烧炉尾气排放口进行在线监控

并与环保局直接联网，实时监控达标排放；在“废气、废水、废渣” 管理上进一步进行提升，根

据国家排污许可证要求进行定期国排监测，并达标。2019年上半年，完成了募投项目一期的环

境保护自主验收以及固体废弃物的市级验收工作。在加强环境保护方面工作的同时，公司也

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方面工作。2019年上半年在安全标准化三级的基础上， 参照安全标准化二

级的要求，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委派公司安环科人员参加化工安全复合型人才高级研修

班，提高公司现场安全管理水平，积极执行安全生产专家检查制度，新材料产业园化工生产企

业互查制度，通过不断的现场检查机制提升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

生。上半年完成2019年度职工职业卫生场所定期检测以及全公司范围内防雷检测，均检测合

格。

产品研发

2019年上半年，公司完成了5000吨光学级环烯烃单体生产线的建设和试生产验收，即将

正式投入生产。光学级环烯烃单体产能、收率以及产品各项指标均达到预期水平。为拓展光学

材料应用领域，新设立“耐高温光学单体及树脂的研发与产业化” 、“光学级聚合物及其关键

原材料的研发” 两项研究项目，将基于光学级环烯烃单体产品，开发具有高透光率、低双折射

率、低吸水、高刚性、高耐热、水蒸汽气密性好等特点的光学级环烯烃聚合物产品（COC或

COP），满足最新一代显示屏幕对于新材料的要求。同时公司继续推进“HPPO绿色环氧工艺

的研发” 、“TS-1型钛硅分子筛催化剂的研究” 2项科研项目， 目前各项科研项目均按计划实

施，达到了预期目标。

2019年上半年，获得授权发明专利3项，申请发明专利4项。截至2019年6月末，公司已获授

权发明专利14项，申请发明专利8项、国际专利2项。

综合管理

2019年上半年，根据公司发展的实际状况，根据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管理要求对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进一步提高公司内部控制水平。持续加强公司内部控制执行

力和监督检查力度，持续规范运作，强化跟踪落实，确保公司各项制度得到有效执行，确保内

部控制落到实处。持续贯彻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执行安全标准化体系，确保公司产品质量

和生产安全流程全控制。推行一线员工的委外安全培训任务，做到所有重要岗位持证上岗。在

安全生产、操作技能、法律法规及应急救援措施等方面对员工进行了培训，提高员工的安全意

识、从业技能。对高学历人员、表现优秀的青年员工有计划的重点培养，迅速提升，为公司做好

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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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并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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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2017年5月2日，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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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项合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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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由于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处理。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和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原列表具体变动如

下：

1)�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计入“应收票据” 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2)�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计入“应付票据” 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3)�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由“其他流动资产” 科目重分类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

目。

4)�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位

置放至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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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

具确

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

失。

3、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

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已经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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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722� � � �证券简称：阿科力 公告编号：2019-054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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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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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现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阿科力” ）截至 2019年6�月30�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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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21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阿科力于2017年10月公

开发行21,700,000股普通股，发行价格11.2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43,908,0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30,454,3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13,453,7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10

月19日到位。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致同验字（2017）第110ZC0359号”《验资报告》。

（二）截止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入总金

额

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及

存款利息净额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当前余

额

1

年产

20,000

吨脂肪胺扩产

项目

138,103,700.00 406,241.31 138,390,641.81 119,299.50

2

年产

10,000

吨高透光材料

新建项目

75,350,000.00 1,096,211.02 75,828,004.27 618,206.75

合计

213,453,700.00 1,502,452.33 214,218,646.08 737,506.25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累计投入214,218,646.08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737,506.25

元（包括现金理财收益、存款利息、银行手续费）。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阿科力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5年6月10日经本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阿科力从2017年10月起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19年6月30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三、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注

中国银行无锡东亭支行

502770471858

年产

20,000

吨脂肪胺扩产项目、年产

10,000

吨高透

光材料新建项目

737,506.25

合计

737,506.25

注：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使用完毕，上述存储余额为已累计计入募

集资金专户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共计1,516,774.74元，扣除手续费14,322.41元，扣除已投入募

投项目764,946.08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737,506.25元。

（二）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募集资金214,218,646.08元，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737,506.26元（包含现金理财收益、存款利息、银行手续费）。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项目、承诺投资总额无重大变化，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不存在差异（详见附表

一）。

（三）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阿科力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截至2017年10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120,760,587.19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入总

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以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1

年产

20,000

吨脂肪胺扩产项目

138,103,700.00 100,532,734.62 100,532,734.62

2

年产

10,000

吨高透光材料新建项目

75,350,000.00 20,227,852.57 20,227,852.57

合计

213,453,700.00 120,760,587.19 120,760,587.19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致同专字（2017）第

110ZA5104号” 的《关于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情况鉴证报告》。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120,760,587.19元。

2019年1-6月， 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19年1-6月，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五）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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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

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345.3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47.2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421.8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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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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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产

20,

000

吨 脂

肪胺扩产

项目

否

13,810.37

13,

810.37

13,

810.37

1,

187.84

13,

839.06

28.69 100.00%

其中

10,000

吨 预 计 于

2018

年

7

月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其余

10,

000

吨设备

尚 未 购 置

到位。

875.27

不适用 否

年 产

10,

000

吨 高

透光材料

新建项目

否

7,535.00

7,

535.00

7,

535.00

459.42 7,582.80 47.80 100.00%

其 中

5,000

吨 预 计 于

2019

年 年

底 前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状态，其

余

5,000

吨

设 备 尚 未

购置到位。

-

不适用 否

合计 一

21,345.37

21,

345.37

21,

345.37

1,

647.26

21,

421.86

76.49

一 一

875.27

一 一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

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

年

11

月

22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前期已经投入自筹资金合计

120,756,880.37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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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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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聘任崔小丽女士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简历附后），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合法、有效，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聘

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履职所需的管理能力和业务能力，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不存在损害中

小股东的情形。因此，同意聘任崔小丽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特此公告。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崔小丽，女，196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1989年6月至

1996年12月任江苏南黄海事业公司团委书记，1997年1月至1999年6月任江南特种树脂厂财务

科科长。1999年7月至今在公司任职，现任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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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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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一化工》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

知》要求，现将2019年上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

年

1-6

月产量（吨）

2019

年

1-6

月销量（吨）

2019

年

1-6

月销售收入（万

元）

脂肪胺

9,778.62 9,980.95 16,122.31

光学材料

1,874.17 1,894.59 10,111.65

合计

11,652.79 11,875.54 26,233.96

二、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

年

1-6

月平均售价（元

/

吨）

2018

年

1-6

月平均售价（元

/

吨） 变动比率

脂肪胺

16,153.09 16,965.54 -4.79%

光学材料

53,371.14 47,957.90 11.29%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9

年

1-6

月平均采购均价（元

/

吨）

2018

年

1-6

月平均采购均价（元

/

吨）

变动比率

环氧丙烷

9,018.54 9,872.00 -8.65%

丙二醇

7,282.69 8,823.60 -17.46%

莰烯

54,863.33 43,076.10 27.36%

甲基丙烯酸

13,086.46 20,364.32 -35.74%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

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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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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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执行财政部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期及前期

列报的总资产、净资产及公司损益等无实质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并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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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2017年5月2日，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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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项合称“新

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6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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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均按照财会〔2019〕6号要求编制执行。

由于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处理。

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和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原列表具体变动如

下：

1、原列报项目“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分别计入“应收票据” 项目和“应收账款”项目；

2、原列报项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分别计入“应付票据” 项目和“应付账款”项目。

3、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由“其他流动资产” 科目重分类调整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科

目。

4、在利润表中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位

置放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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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利润表新增“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

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使得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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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布的通知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进行变更，其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会计政策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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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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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股份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

年8月27日在公司办公楼二层会议室召开，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8月15日以邮件及电话的方式

发出。股份公司董事共计8人，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共8人，出席会议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经过参会董事充分讨论与审议，表决涉及关联董事回避的，除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外，非关

联董事表决结果为一致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无锡阿

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的票数占董事人数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2.�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2019年

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的票数占董事人数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3.�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无锡阿

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的票数占董事人数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4.�审议《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无锡阿

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的票数占董事人数的100%，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722� � � �证券简称:阿科力 公告编号：2019-052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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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8月15日以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于2019年8月27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戴佩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无锡阿

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

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占监事会全体成员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

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2019年

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占监事会全体成员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无锡阿

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占监事会全体成员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三、 备查文件目录

1.�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无锡阿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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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峰科技

60322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小力

电话

0991-8801120

办公地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北路

2

号世界公元

A

座

电子信箱

xfmbzxl@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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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4,106,688.71 3,046,142,023.18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82,562,024.59 1,184,195,184.27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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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63,059.91 -56,506,715.77

营业收入

890,372,087.20 846,379,427.18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869,399.39 3,021,153.65 45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585,993.49 -12,055,821.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42 0.26

增加

1.16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6 0.005 4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6 0.005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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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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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雪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0.71 202,285,904 0

无

0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2 50,840,000 0

无

0

北京广银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4 20,000,000 0

无

0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4 20,000,000 0

无

0

紫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4 12,780,000 0

无

0

新疆中小企业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5,122,524 0

无

0

康 健 境内自然人

0.62 4,100,000 0

无

0

李长青 境内自然人

0.61 4,000,000 0

无

0

苏 娟 境内自然人

0.57 3,730,082 0

无

0

王 钧 境内自然人

0.56 3,667,969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新疆雪峰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未知

其他股东与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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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经济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9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20%；实现利润总额2,084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47.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58.38%；实

现基本每股收益0.02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0.00%。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32.04亿元，比期初增长5.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为11.83亿元，比期初减少0.14%；每股净资产为1.7953元，比期初减少0.14%。

（二）主要工作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生产许可证按期换证。根据《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实施办法》和《民用爆炸物品安

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如期完成《民用爆炸物品生产许可证》换证和《民用

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年检相关工作。

二是产品品种结构进一步优化。公司以市场为导向，落实行业发展方向，将1.6万吨包装炸

药生产许可能力调整为混装炸药生产许可能力，用以提高现有混装地面站生产能力，增加闲

置产能释放。

三是混装炸药占比逐步提高。公司获得行业政策性奖励混装炸药产能0.4万吨，混装炸药

产能占比超过50%。

四是科技研发积极推进。公司智能制造工厂顺利通过主管部门验收，针对不同使用环境

研发的数码电子雷管获得用户好评； 投入研制的数码电子雷管自动化生产线完成研发与建

设，预计年内可投入试生产。

五是安全生产持续稳定。公司认真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迅速

贯彻全国、自治区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牢固树立安

全发展理念，突出安全生产工作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严控安全风险、严治事故隐患、

严打违法行为，持续以大治理推动解决大问题、管控大风险、消除大隐患，有效防范化解安全

生产风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基本盘，确保了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发展，未发生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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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3�月， 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财会 〔2017〕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2017� 年修

订）》（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一一套期会计 （2017�年修订）》（财会

〔2017〕9�号），2017�年 5�月 2�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2017�

年修订）》（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

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施行。根据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

变更。

资产负债表项目调整：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

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原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 。资产负债表项目由“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

利润表项目调整：公司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利润表项目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用以核算企业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

融工具减值准备所形成的预期信用损失。利润表项目从“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在“信用减值

损失”中列示。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前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没有产生影响。对合并报

表项目列报的期初余额和上年同期期发生额影响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800,055.40 -1,800,055.4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800,055.40 1,800,055.40

管理费用

66,939,287.79 -709,387.75 66,229,900.04

研发费用

709,387.75 709,387.75

信用资产减值损失

-11,763,756.11 -11,763,756.11

资产减值损失

-17,760,179.62 11,763,756.11 -5,996,4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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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康健

董事会批准报出时间:2019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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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雪峰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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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6日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现场与通讯表

决相结合的方式， 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北路2号13楼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8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各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的

董事九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公司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

com.cn）披露的《雪峰科技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雪峰科技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

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索引号：2019-054）。

特此公告。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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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雪峰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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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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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温泉北路2号新疆雪峰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3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和资料于2019年8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的

方式发送至各位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三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三名。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

com.cn）披露的《雪峰科技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雪峰科技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审议《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

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索引号：2019-054）。

特此公告。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8日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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