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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９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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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
公司章程》修订的具体情况如下：
因公司日常经营决策需要，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为提高决策效率，对《
公司章程》部分条
款进行了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第四十九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１０％的担保；
（
二）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 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
四）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
五）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
担保；
（
六） 法律法规、本章程及公司有关对外担保
制度规定的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其它担保行
为。

第一百二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
下列职权：
（
一）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易事
项：
１、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５％以上
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对外股权投资，
以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１０％以上，且
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对外投资；
……
（
五）对外捐赠
１、 决定累计金额在１０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 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
二个月内发生的捐赠金额。
２、超过前述金额的对外捐赠事项，由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二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
下列职权：
（
一）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易事
项：
１、 单个项目投资额达到３５００万元以上或一个
自然年度内累计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
额１．５％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对
外股权投资，以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
对外投资；
……
（
五）对外捐赠
１、决定累计金额在３０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一个
自然年度内累计发生的捐赠金额。
２、超过前述金额的对外捐赠事项，由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
七） 批准单个项目投资额低于３５００万元且一
（
七） 批准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个自然年度内累计未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
１．５％的对外股权投资； 批准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
产总额１．５％的对外股权投资；批准低于公司最近经
净资产总额 １０％的对外投资；
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的对外投资；
……
……
第一百四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
职权：
……
（
八） 对外捐赠
１、 决定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单笔金
额在５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项。
２、 决定累计金额在８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一个自
然年度内累计发生的捐赠金额。
……

除上述修改外，《
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和内容未作修改。
特此公告。

身份证号码：

（
１）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账户号：

复印件）、代 理人身份证、授
（
２）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身份证（

持有股数：

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办理登记手续；
身份证明书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营业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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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
三）会议召开时间：
星期二）下午１４：３０；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一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上午９：３０一１１：
３０，下午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见附件）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
１、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
议。
以下简称“
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２、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统（
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
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五）会议出席对象：
星期二）１５：００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１、截止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授权委托书
式样附后），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本公司聘请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
六）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相府路７９９号杭氧股份临安制造基地行
政楼Ａ楼Ａ２０１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公司章程》的提案
１． 关于修订《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的提案
２． 关于修订《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
上述审议事项的详细情况请见刊登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的《
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公司公告。 按照相关规定，本次提案１需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备注

（
４）异地股东可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

（
三）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５９２号弘元大厦１１楼证券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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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以下修改：

邮编：３１００１４
（
二）会议费用
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１、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八、附件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附件三：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代码：３６２４３０
２、投票简称：杭氧投票
３、提案的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
１）本次所有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 弃 权。
（
２）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 达相同意见。
（
３）在股东对同一提案出现总提案与分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为准。 如股

决，则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４）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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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程序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１５：００。
１５：０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陆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规定时间内通

双星新材
深圳证券交易所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
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本 人
（
单位）承担。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１００

总提案：表示对以下提案 １ 至提案 ２ 所
有提案统一表决

√

１．００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提案

√

２．００

关于修订《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的提
案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办公地址

花蕾

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１号

宿迁市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１号

电话

０５２７－８４２５２０８８

０５２７－８４２５２０８８

电子信箱

ｗｕｄｉ＠ｓ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ｇｃａｉｓｕ．ｃｏｍ

００２５８５＠ｓｈｕａｎｇｘｉｎｇｃａｉｓｕ．ｃｏｍ

营业收入（
元）

上年同期

２，０７３，９６２，００４．２５

１，７２６，０１１，０３７．２２

２０．１６％

７９，８５２，４６７．６８

１５６，２２３，６１０．４０

－４８．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７７，０７９，７０３．５６

１５１，９９７，９１１．７８

－４９．２９％

３０７，２８６，６０３．７５

１６９，２３９，８４１．６３

８１．５７％

０．０６９１

０．１３５１

－４８．８５％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６９１

０．１３５１

－４８．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６％

２．０９％

－１．０３％

总资产（
元）

９，０６３，５９２，１５２．３３

９，３０２，６６７，６１０．５６

－２．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７，５４９，８０９，３４３．９２

７，７０１，２１２，４９３．２４

－１．９７％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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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４，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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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培服

境内自然人

２７．０７％

３１２，９４６，７６９

吴迪

境内自然人

５．８２％

６７，２５５，６４６

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５．２６％

６０，８４０，０００

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司

５．２６％

６０，８４０，０００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有限
＃皓熙股权投资管理（
公司－南京高科皓熙定增私募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２．１０％

２４，３１３，８５８

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０％

２３，１１２，１２２

吕志炎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６％

１９，１８８，３８３

安信基金－招商银行－广东粤财信
托－粤财信托·菁英１１６期单一资 其他
金信托计划

１．２１％

１３，９８３，４２７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７１％

８，２２２，２４０

０．５８％

６，７１２，５６４

鹏华基金－招商银行－中山证券有
其他
限责任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２３６，９６０，２２７ 质押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附件三：
股 东 登 记 表

数量
１７６，５００，０００

６７，１２５，６４６

吴培服为宿迁市迪智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宿迁市启恒投资有限公
司控股股东。 吴迪为吴培服之子，视为一致行动人。

修订后《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

第八条 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１．５％的
对外股权投资， 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的对外投资， 以及未达到提交董事会审议标准
的购买、出售资产及其他交易事项，经公司投融资及
担保管理小组决定，由董事长批准。

第八条 单个项目投资额低于３５００万元且一个自然
年度内累计未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５％的对外股权投资，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
产总额１０％的对外投资，以及未达到提交董事会审
议标准的购买、出售资产及其他交易事项，经公司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小组决定，由董事长批准。

第九条 公司对外投资、购买、出售资产及其他交易
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但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
一）公司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易
事项：
１、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１．５％以上且
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对外股权投资，以
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１０％以上， 且未
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对外投资；
……

第九条 公司对外投资、购买、出售资产及其他交易
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但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
准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
一）公司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
易事项：
１、 单个项目投资额达到３５００万元以上或一个
自然年度内累计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
额１．５％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对
外股权投资，以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
对外投资；
……

第二十二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一）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
二）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者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任
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
四）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百分之十的担保；
（
五）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者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且绝对金额达到
或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

第二十二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一）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
二）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者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
四）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百分之十的担保；
（
五）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

股， 现登记参加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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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以下修改：
原《
公司章程》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第四十九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１０％的担保；
（
二）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５０％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
四）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五）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５０％且 绝对金额超过５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 （
六）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的担保；
（
七） 公司有关对外担保制度规定的须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其它担保行 为。

第四十九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１０％的担保；
（
二）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 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
四）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
五）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
担保；
（
六） 法律法规、本章程及公司有关对外担保
制度规定的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其它担保行
为。

第一百二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
下列职权：
（
一）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易事
项：
１、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５％以上
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标准的对外股权投资，
以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１０％以上，且
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对外投资；
……
（
五）对外捐赠
１、 决定累计金额在１０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 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
二个月内发生的捐赠金额。
２、超过前述金额的对外捐赠事项，由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二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
下列职权：
（
一）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易事
项：
１、 单个项目投资额达到３５００万元以上或一个
自然年度内累计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
额１．５％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对
外股权投资，以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
对外投资；
……
（
五）对外捐赠
１、决定累计金额在３０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一个
自然年度内累计发生的捐赠金额。
２、超过前述金额的对外捐赠事项，由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
七） 批准单个项目投资额低于３５００万元且一
（
七） 批准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个自然年度内累计未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
１．５％的对外股权投资； 批准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
产总额１．５％的对外股权投资；批准低于公司最近经
净资产总额 １０％的对外投资；
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的对外投资；
……
……
第一百四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
权：
……
（
八） 对外捐赠
１、 决定单笔金额在３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 司发生的对外捐赠金
额。
２、 决定累计金额在５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 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
二个月内发生的捐赠金额。
……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１７．２２％

上年同期
６．２１

－０．５２％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９．１６

－３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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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聚焦质量和效益，全
面加力“
五大板块”总体布局，大力度实施产品结构调整，深入推进“
六大战略”布局发展，
内强管理，强化产品质量提升，外拓市场，通过创新挖潜，落实节能降耗，降本增销，加强领
导，精心部署，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２０７，３９６．２０万
元， 同比增长了２０．１６％；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７，９８５．２５万元， 同比减少
４８．８９％。
（
一）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
瞄准市场前沿抢先布局战略性技术，加大研发技术与创新力度，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技术研发创新投入和新产品开发，围绕年内技术创新开发目
标，不断加大研发和技改力度，不断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精深加工能
力，布局高阻隔超薄膜，磁控溅射、激光屏幕膜、ＩＭ基膜、强化ＰＥＴ背材基材、光学保护离型
基材等新品量产，实现市场拓展，通过创新落实技术创先，实现“
有中出新”，加速成果转
化，不断焕发新的动能。 新增专利申请１８件，授权专利４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１件，获批江
苏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１项，获批宿迁市产业引导转型升级项目２项，参与行业标准制
定２项，以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形成持续成长的新动力。
（
二）重点项目持续推进和产能提升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１００％。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潮资讯网（
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修订后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二、关于修订《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最新修订的《
公司章程》，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同意对《
投融资及担保管
理制度》进行修订，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

修订后《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

第八条 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１．５％的
对外股权投资， 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的对外投资， 以及未达到提交董事会审议标准
的购买、出售资产及其他交易事项，经公司投融资及
担保管理小组决定，由董事长批准。

第八条 单个项目投资额低于３５００万元且一个自然
年度内累计未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５％的对外股权投资，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
产总额１０％的对外投资，以及未达到提交董事会审
议标准的购买、出售资产及其他交易事项，经公司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小组决定，由董事长批准。

第九条 公司对外投资、购买、出售资产及其他交易
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但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
一）公司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易
事项：
１、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１．５％以上且
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对外股权投资，以
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１０％以上， 且未
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对外投资；
……

第九条 公司对外投资、购买、出售资产及其他交易
事项达到下列标准之一但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
准的，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
（
一）公司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
易事项：
１、 单个项目投资额达到３５００万元以上或一个
自然年度内累计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
额１．５％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对
外股权投资，以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
对外投资；
……

第二十二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一）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后提
供的任何担保；
（
二）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者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任
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
四）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百分之十的担保；
（
五）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者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且绝对金额达到
或超过５０００万元人民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
保。

第二十二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一）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
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十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
二）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者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担保对
象提供的担保；
（
四） 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百分之十的担保；
（
五）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１００％。
修订后的《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将审议以下提案：
一、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提案；
二、关于修订《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的提案。

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半年度报告摘要
报告期内，立足产品结构调整，加力创新项目攻坚，以项目的实际成效，确保项目有序
衔接、梯次跟进，年产二亿平方米光学膜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实现光学基膜自主开发，产品
质量稳步提升，项目新品推进多项技术改造等工艺的提升，全力拓展以项目建设推进新增
长点提供支撑。
（
三）人才集聚，管理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效益提升，持续深化生产经营管理，立足精准管理，围绕提升效率
和激发活力，以精益管理推进水平上台阶。 落实以人为本，积极强化人才强企，以人才集聚
打造团队能力提升，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发挥人才作用，为推进技术创新提供支撑，人
才结构和层次更趋优化，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整体经营效益。
（
四）管理创新持续加强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管理，围绕提升质量和效益，加快推进管理创新，以创新全面
提升价值经营，并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整合资源，创造竞争新优势，提升企业运
营能力。
围绕效益提升，深化内部管理，强化生产组织，抓实工艺管理，立足精准管理，提升产
线精益化，夯实管理基础，将效率与质量作为提升管理科学高效的衡量标准，开展内务管
理新１０条加快推行创新管理举措，组织开展全员“
质量月”，围绕提升效率和增加值管理，
实施节能降耗，提质降本，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以生产为依托，落实标杆采供，加强市场比价，从严对标管理，落实原辅材料组织
及时供应，合理调控库存，确保生产稳定有序，为增产增销做好充分保障；努力深挖盈
利潜力，开展以销售合同和成本定额为基础依据，努力提高购销效益，职能作用不断深
化。
财务管理信息化进一步推进，立足增收节支，落实节能降耗，实施降本增收和预算管
理，强化效率效益观念提升，不断拓展公司盈利空间，夯实发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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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培服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第一百四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
职权：
……
（
八） 对外捐赠
１、 决定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单笔金
额在５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项。
２、 决定累计金额在８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一个自
然年度内累计发生的捐赠金额。
……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１００％。

修订后的《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４

（
２）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资产负债率

一、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１００％。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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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
１）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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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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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吴迪

同意

委托股东姓名或名称（
签章）：＿＿＿＿＿＿＿＿＿＿＿＿＿＿＿＿＿＿＿＿＿＿＿＿＿＿＿＿＿＿＿＿＿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股东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１． 委托股东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
同意”、“
反对”、“
弃权”栏内相应地方打“
√”为
准，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 如果委托股东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
作具体指示 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
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３． 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需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８５

００２５８５

原《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

内容和原因

股票代码

ｃｎ）。

理制度》进行修订，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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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上市交易所

第一百四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 行使下列
职权：
……
（
八） 对外捐赠
１、 决定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单笔金
额在５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项。
２、 决定累计金额在８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一个自
然年度内累计发生的捐赠金额。
……

根据公司最新修订的《
公司章程》，结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情况，同意对《
投融资及担保管

附件二：

单位名称（
或姓名）：

次会议的议案，并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关于修订《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股票简称

第一百四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
权：
……
（
八） 对外捐赠
１、 决定单笔金额在３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对外捐赠金
额。
２、 决定累计金额在５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 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
二个月内发生的捐赠金额。
……

巨潮资讯网（
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修订后的《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指引栏目查阅。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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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第一百二十一条 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
……
（
七） 批准单个项目投资额低于３５００万元且一
（
七） 批准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个自然年度内累计未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
１．５％的对外股权投资； 批准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的
产总额１．５％的对外股权投资；批准低于公司最近经
净资产总额 １０％的对外投资；
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的对外投资；
……
……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规则

截止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星期二）下午１５：００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本公司（
或个人）持有

被委托人姓名

第一百二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
下列职权：
（
一）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易事
项：
１、 单个项目投资额达到３５００万元以上或一个
自然年度内累计达到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
额１．５％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对
外股权投资，以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０％以上，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
对外投资；
……
（
五）对外捐赠
１、决定累计金额在３０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一个
自然年度内累计发生的捐赠金额。
２、超过前述金额的对外捐赠事项，由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１００％。

√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第一百二十条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
下列职权：
（
一）对外投资、资产抵押、质押及其他交易事
项：
１、 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 １．５％以上
且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对外股权投资，
以及占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１０％以上，且
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其他对外投资；
……
（
五）对外捐赠
１、 决定累计金额在１０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 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
二个月内发生的捐赠金额。
２、超过前述金额的对外捐赠事项，由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提案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修改后的《
公司章程》
第四十九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 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１０％的担保；
（
二）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 达到或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
四） 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以后提供的任何担
保；
（
五）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
担保；
（
六） 法律法规、本章程及公司有关对外担保
制度规定的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其它担保行
为。

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
杭氧股份”（
股票代码：００２４３０） 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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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公司章程》
第四十九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１０％的担保；
（
二）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５０％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
四）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五）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５０％且 绝对金额超过５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 （
六）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的担保；
（
七） 公司有关对外担保制度规定的须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其它担保行 为。

联系人：高春凤、严萱超

１．００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一、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联系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中山北路５９２号弘元大厦１１楼证券部办公室。

各位董事。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董事９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９人，会议由董事长蒋明先生主
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了本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传真：０５７１一８５８６９０７６

√

职务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

电话：０５７１一８５８６９３８８

提案名称

姓名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８

各位监事。 应参加本次会议的监事３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３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赛君先

（
一）联系方式及联系人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六、其他事项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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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二）及提供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２、委托他人出席的尚须填写《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总提案：表示对以下提案 １ 至提案 ２ 所有提案统一表决
关于修订《
投融资及担保管理制度》的提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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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００
２．００

月

注： １、请附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３０

准，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提案编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年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
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０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３０

日期：

（
３）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 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分提案投票表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联系电话：

（
一）登记方式：

东先对分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 分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３０

四、会议登记事项

（
二）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２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的８：３０一１６：３０。

原《
公司章程》
第四十九条 公司下列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
一） 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１０％的担保；
（
二）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５０％以后
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三）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的担保对象提供
的担保；
（
四）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
五）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５０％且 绝对金额超过５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 （
六）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的担保；
（
七） 公司有关对外担保制度规定的须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其它担保行为。

第一百四十四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
权：
……
（
八） 对外捐赠
１、 决定单笔金额在３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的对外捐赠金
额。
２、 决定累计金额在５０万元以内的对外捐赠事
项，“
累计金额” 包含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连续十
二个月内发生的捐赠金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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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２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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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书面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
日上午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７人，实到董事７人，公
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培服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作出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
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
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具体内容详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
的公告。
二、会议以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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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
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５８５

证券简称：双星新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３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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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以电子邮件、书面、电话等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金叶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做出如下
决议：
一、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
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
的公告。
二、会议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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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认为：《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能够充分反映
公司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
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