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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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岱美股份 603730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肖传龙 张文譞

电话 021-68945881 021-68945881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129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莲溪路1299号

电子信箱 IR@daimay.com IR@daim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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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6,712,735.29 5,139,179,749.45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417,921,347.58 3,319,445,474.4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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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316,106.50 215,632,541.88 51.79

营业收入 2,470,870,674.02 1,727,100,934.41 43.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9,032,297.59 302,092,906.46 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7,592,025.58 268,223,267.03 -0.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2 9.50 减少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5 0.74 1.3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5 0.7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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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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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岱美投资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56.24 225,306,917 225,306,917 无

姜银台

境 内 自 然

人

15.18 60,793,766 60,793,766 无

姜明

境 内 自 然

人

9.18 36,763,760 36,763,76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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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45 9,800,000 无

谢宏康

境 内 自 然

人

2.12 8,494,335 无

李雪权

境 内 自 然

人

1.60 6,400,736 无

朱才友

境 内 自 然

人

0.54 2,153,490 无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托·

兴享进取弘尚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53 2,119,823 无

叶春雷

境 内 自 然

人

0.46 1,845,875 1,845,875 无

肖传龙

境 内 自 然

人

0.27 1,079,998 1,079,998 质押 1,079,9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姜银台与姜明、姜英系父子、父女关系，叶春雷与姜英系夫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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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业面临较大的压力，受宏观经济增速回落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产销量低

于市场预期。 上半年，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13.2万辆和1232.3万辆， 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3.7%和

12.4%，其中：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997.8万辆和1012.7万辆，产销量同比分别下降15.8%和14%。汽车行业竞争

日趋激烈，汽车零部件行业普遍面临着日益激烈的价格竞争、整车厂需求放缓等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的乘用车遮阳板、座椅头枕和扶手、顶棚中央控制器和内饰灯业务不可避免地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了整个行业的影响。面对不利的市场局面，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牢牢抓住公司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不断加大科研创新力度，积极开拓新的市场、新的产品线。2019年上半年，

在整个车市销售疲软的情况下，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7,087.0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06%；实现利润总额36,

809.98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4.01%；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903.23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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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2017�年颁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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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第 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一一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等(以下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于2019年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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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企业报表格式的修 改” )(财会[2019]6�号)，本公司已按照上述通

知要求编制了截至2019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期间的财务报表。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半年度报告》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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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603730� � � �股票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19-069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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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书面通知于

2019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姜银台先生主持，公司全体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9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1）。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603730� � � �股票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0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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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书面通知于

2019年8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8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雪权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9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71）。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603730� � � �股票简称：岱美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1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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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美股份”或“公司” ）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原“汽车内饰件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部分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墨西

哥岱美，实施地点为墨西哥新莱昂州蒙特雷市，投资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约折合2857万美元）。上述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不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及实施方式， 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

营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汽车内饰件

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进行部分变更。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事

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7〕946号）核准，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美股份” 或“公司” ）向

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4,8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4.9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196,16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80,037,735.84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1,116,122,264.16元。该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7月24日全部到位，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ZF10682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2019年6月30日，募投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汽车内饰件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72,652.61 72,652.61 9,785.15

2 研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8,980.06 8,980.06 2,906.53

3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29,979.56 29,979.56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内饰件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原计划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市银岱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银岱” ），实施地点位于浙江省岱山县，现根据公司的长远发展需求，拟变更

“汽车内饰件产业基地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20,000万元人民币约折合2857万美元投入至公司全资子公司

墨西哥岱美，即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墨西哥岱美，实施地点为墨西哥新莱昂州蒙特雷

市。

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投资总额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投资总额

汽车内饰件产业基地

建设项目

舟山银岱 浙江省岱山县

人民币72,652.61万

元

舟山银岱 浙江省岱山县 人民币52,652.61万元

墨西哥岱

美

墨西哥新莱昂州

蒙特雷市

人民币20,000万元（折合约

2857万美元）

四、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原因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内饰件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由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建成后产品

主要定位于国内外乘用车市场，既能有效缓解公司产能日趋饱和的压力，亦能满足公司应对市场激烈竞争、

巩固行业地位的需要。

自公司2015年申报IPO迄今已逾四年，国内外环境均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公司利用自有资金，通过技术

升级、改造等手段，持续优化生产设备配置，充分挖掘原有设备的潜能，提高生产效率，已经较大程度改善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前公司产能不足的窘境。另一方面自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公司出口美国

的产品多次面临可能被美国单方面提高关税的风险，鉴于公司业务分布及战略规划较为倚重北美市场，如何

有效降低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业务风险及开拓新的业务领域成为公司的当务之急。

综合以上因素，经过深思熟虑及细致调研后，公司拟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内饰件产业基地建设

项目” 进行部分变更。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的事项，是根据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综合考虑原募投项

目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变更募投项目履行了必要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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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

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 变更后的募投项目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的实际需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

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人出具了专项报

告，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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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综上，

监事会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

（1）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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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规规定的

要求；

（2）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事项涉及境外项目投资备案及审批程序，尚

需取得正式备案及批准文件；

（3）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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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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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颁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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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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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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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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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项目；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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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综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

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将“减：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

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研发费用”项目，补充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

的摊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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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得或损失，该项目应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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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号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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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等列报项目及其内容做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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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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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客观、公允的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仅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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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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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对财务报表科目进行列报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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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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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

及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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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岱美股份”或“公司” ）于2019年7月11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岱美

股份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市银岱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银岱” ）使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在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岱美股份及舟山银岱管理层负

责办理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银行结构性存款或低风险保本型证券公司收

益凭证等相关事宜，具体事项由岱美股份和舟山银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本事

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2）。

一、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7月23日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购买了单位结构性存款的理财产品，具体内容

详见于2019年7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及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64)。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公司收回本金1,5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48,904.11元。

二、本次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2019年8月27日，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购买了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相关情况如

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892972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型

4.�认购金额：1,600万元

5.�预期收益率：3.30%

6.�起息日：2019年8月27日

7.�到期日：2020年9月26日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之间不存在产权、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关系。

（二）2019年8月22日，公司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购买了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相关情况如

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892939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型

4.�认购金额：1,000万元

5.�预期收益率：3.30%

6.�起息日：2019年8月22日

7.�到期日：2020年9月23日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之间不存在产权、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关系。

（三）2019年8月22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向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购买了单位结构性

存款产品，相关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单位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892938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型

4.�认购金额：1,200万元

5.�预期收益率：3.30%

6.�起息日：2019年8月22日

7.�到期日：2020年9月23日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之间不存在产权、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产品不得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进行。

2、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

运作能力强的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3、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评估结

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对所

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

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5、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

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

正常使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本次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五、公司目前尚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除本公告披露的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及2019年8月27日购买的理财产品外， 公司目前尚在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 2019年6月10日，公司向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恒泰收益凭证恒富24号的理财产品，认购金额：

3,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

2.� 2019年8月13日，公司向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恒泰收益凭证恒富26号的理财产品，认购金额：

3,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及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6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金额为人民币8,600万元。

六、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尚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除本公告披露的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于2019年8月22日购买的理财产品外，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银

岱目前尚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 2019年6月1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向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恒泰收益凭证恒富24号的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3,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5）。

2.� 2019年8月13日，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向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恒泰收益凭证恒富26号的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8,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岱美汽

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及继续进行现金管

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舟山银岱尚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2,

200万元。

特此公告。

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53� � �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公告编号：2019-40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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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8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宁波路1号申华金融大厦6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7,834,1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11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沈毅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池冶董事、叶正华董事、沈佳云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会议，张巍董事委托翟锋董事、钱祖明董事委托沈毅董事出席会议并签署相关文件。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孙英监事、胡春华监事、张兴国监事、沈宏达监事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鑫出席了会议，公司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等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049,024 99.8513 138,253 0.0262 646,880 0.1225

2、议案名称：关于增补朱震宇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039,024 99.8494 148,253 0.0281 646,880 0.1225

3、议案名称：关于增补杨铮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049,024 99.8513 138,253 0.0262 646,880 0.122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以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6,973,524 99.8370 170,553 0.0323 690,080 0.13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0,683,758 99.0362 138,253 0.1697 646,880 0.7941

2

关于增补朱震宇为公司第十一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0,673,758 99.0240 148,253 0.1819 646,880 0.7941

3

关于增补杨铮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0,683,758 99.0362 138,253 0.1697 646,880 0.7941

4

关于公司以闲置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议案

80,608,258 98.9436 170,553 0.2093 690,080 0.847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蔡磊、徐静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之规定；出席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59� � � �证券简称：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19-057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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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质押等权利。公司

累计回购股份数量12,101,837股，已存放于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故截至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数为544,886,675股。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8月28日上午10: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8月27日一8月2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27日下午15:00至2019年8月28日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黄海南路仙城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冷志斌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

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表，下同）共35名，代表股份171,915,22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44,886,675股 （公司总股份数556,988,512股扣减公司已回购股份

数12,101,837股，下同）的31.550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会议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24名，代表股份171,533,12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480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名，代表股份382,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1%。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对子公司江苏亚威精密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股东江苏亚威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冷志斌先生、施金霞女士、吉素琴女士与本议案

所涉及的事项具有关联关系，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77,081,44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40,583,235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二）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戴文东、沈玮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09� � �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19-109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

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顾斌先生、禤达燕女士、徐三善先生、赵经纬先生及李兴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

露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暨未来减持计划预披露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董事、副总经理及财务负责人顾斌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禤

达燕女士，董事、副总经理徐三善先生，董事赵经纬先生，监事李兴华先生计划自减持计划披

露之日6个月内合计减持不超过1,956,969股（2018年权益分派实施后，计划减持股份数相应

调整为不超过3,131,150股），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于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进行；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的，将于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进行。

目前，上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预披露的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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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等有关规定，在减

持时间区间内， 大股东及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 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

况。现将上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顾斌先生、徐三善先生、赵经纬先生、李兴华先生在预披露的减持计划期

间未减持公司股份，禤达燕女士的股份减持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占当时总股

本比例

禤达燕 竞价交易 2019/6/19 23.68 7,200 0.002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计划前持有股份 目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比（%） 股数（股） 占比（%）

顾斌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79,200 0.2333% 1,279,200 0.2333%

禤达燕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1,795 0.0514% 270,275 0.0493%

徐三善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94,800 0.2179% 1,194,800 0.2179%

赵经纬 无限售条件股份 490,240 0.0894% 490,240 0.0894%

李兴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281,712 1.8751% 10,281,712 1.8751%

注：公司于2019年7月3日实施了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6股，

上表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数量已做相应调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截至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顾斌先生、禤达燕女士、徐三善先生、赵经纬先生、李兴华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股份减持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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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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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股份减持未违反相关人员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4、顾斌先生、禤达燕女士、徐三善先生、赵经纬先生及李兴华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890� � �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2019-051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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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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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192282）。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

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

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3890� � � �证券简称：春秋电子 公告编号：2019-052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和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担任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东莞证券需履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作， 持续督导期限为该次

发行证券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两个完整会计年度，持续督导期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19年6月13日召开的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议案， 并聘

请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 ） 担任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

荐机构。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发行

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应当完成

原保荐机构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因此，公司将与东莞证券终止原保荐协议，东莞证券未

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东兴证券承接。

东兴证券委派保荐代表人丁淑洪女士和王会然女士（简介详见附件）承接对本公司的持

续督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公司对东莞证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及持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附件：保荐代表人简介

特此公告。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29日

附件：

保荐代表人简介

丁淑洪女士，保荐代表人，中国注册会计师，东兴证券投资银行总部高级副总裁。曾先后

在金元证券、华林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主持或参与了仙坛股份（002746）、强力新材

（300429）、浙富控股（002266）、复大医疗、天味食品（603317）、贝斯达、友发集团等项目的

IPO及再融资的保荐和承销工作，曾参与强力新材（300429）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具有丰富的

财务、法律知识和投资银行工作经验。

王会然女士，保荐代表人、律师，东兴证券投资银行部执行董事。曾先后在海通证券、平

安证券、 华林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曾主持或参与了柳钢股份 （601003）、 诺普信

（002215）、安妮股份（002235）、富安娜（002327）、朗科科技（300042）、瑞凌股份（300154）、

英飞拓（002528）、爱康科技（002610）、宇邦新材、中科海讯等IPO项目的保荐和承销；主持或

参与了诺普信（002215）、欧菲光（002456）、仙坛股份（002746）、瑞和股份（002620）、美盈

森（002303）、人福医药（600079）等项目的再融资保荐和承销，主持了复大医疗、中分仪器、

康威体育、好百年、国联水产（300094）等多家公司改制或辅导工作，具有丰富的财务、法律知

识和投资银行工作经验。

丁淑洪女士和王会然女士过往在执业过程中严格遵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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