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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

完成的公告

持有本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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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2019 年 6 月 26 日披露了《持

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本公司股东能兴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兴控股” ）计划自 2019 年 6 月 26 日起的 6 个月内（含 6 个月

期满当日）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05,072,000 股，减持的股

份总数不超过本公司总股本的 3%。

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5 日收到能兴控股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

知函》，获悉能兴控股减持股份数量已达减持计划数量过半；本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6 日

披露了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达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5）。

2019 年 8 月 28 日，本公司收到能兴控股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

知函》，获悉能兴控股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成。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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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能兴控股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

1、减持股份来源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能兴控股已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以及能兴控股参与本公

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获得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能兴控股本次共减持本公司股份 105,071,900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999997%。其

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35,023,9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999997%；

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共计 70,048,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减持股份具

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第一创业总股本比例

能兴控股

集中竞价

2019年 7月 19日 6.3784 2,813,100 0.080300%

2019年 7月 22日 6.3732 293,900 0.008400%

2019年 7月 24日 6.2164 1,200,000 0.034300%

2019年 7月 25日 6.1391 10,984,740 0.313600%

2019年 7月 26日 6.1078 2,999,920 0.085700%

2019年 7月 29日 6.1019 262,800 0.007500%

2019年 7月 30日 6.1309 2,504,200 0.071500%

2019年 7月 31日 6.1034 2,190,846 0.062600%

2019年 8月 01日 6.1000 350,000 0.010000%

2019年 8月 19日 6.0767 6,361,794 0.181600%

2019年 8月 20日 6.5922 2,746,800 0.078400%

2019年 8月 21日 6.7552 1,249,400 0.035700%

2019年 8月 22日 6.5585 572,200 0.016300%

2019年 8月 23日 6.4424 264,500 0.007600%

2019年 8月 27日 6.4776 229,700 0.006600%

小 计 - 35,023,900 0.999997%

大宗交易

2019年 8月 01日 6.1000 20,260,000 0.578500%

2019年 8月 05日 5.74000 23,262,872 0.664200%

2019年 8月 07日 5.3900 1,272,727 0.036300%

2019年 8月 08日 5.6400 25,252,401 0.721000%

小 计 - 70,048,000 2.000000%

合计 105,071,900 2.999997%

备注：上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本次减持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能兴控股

合计持有股份 297,334,400.00 8.49% 192,262,500 5.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97,334,400.00 8.49% 192,262,500 5.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说明

1、上述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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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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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情形。

2、上述减持与能兴控股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减持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已

披露的减持计划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能兴控股《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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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深圳上市公司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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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改革创新

发展 沟通互信共赢” 一一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度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

众号：全景财经，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3 日 14:

00 至 18:00。

届时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马东军先生将通过网络文字交流形式与投资者

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97� �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公告编号：2019-076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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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3、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现有总股本 558,770,107 股，截至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6,380,582 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52,389,525 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8 月 28 日（星期三），14:3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8 月 27 日一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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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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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 127 号 金禾实业综合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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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杨乐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份事宜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公司现有总股本 558,770,107 股，截至本

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 6,380,582 股，故公司此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52,389,525 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2 人， 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 57,050,10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27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005,4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906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5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2,044,658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9.4217%。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7,050,109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32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代表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05,45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906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2,044,65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9.421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

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2,638,5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673%；反对 4,

411,53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2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52,638,57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2673%；反对 4,411,53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32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一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125,8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629%；反对 5,

727,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95%；弃权 1,196,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76%。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50,125,8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629%；反对 5,727,5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95%；弃权 1,19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76%。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一期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0,125,88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629%；反对 5,

727,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95%；弃权 1,196,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76%。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50,125,88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8629%；反对 5,727,5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95%；弃权 1,196,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0976%。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孙庆龙、张鑫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金禾实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03

2019年 8 月 29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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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拉斯 股票代码 0026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斐 康思然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号院 9号楼健康智谷大厦 11

层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 35号院 9号楼健康智谷大厦 11

层

电话 010-82356080 010-82356080

电子信箱 ir@egls.cn ir@egl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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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679,129.03 346,394,665.96 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9,721,492.86 263,700,426.86 -31.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79,926,826.55 222,651,395.27 -1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354,436.18 101,016,780.77 -196.3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14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0 0.12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4.44% -1.6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7,260,875,944.63 7,140,833,046.67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07,706,874.33 6,449,211,404.17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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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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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日照义聚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7% 222,679,143 0 质押 184,948,800

金华巨龙文化产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1% 118,334,878 0 质押 111,354,476

浙江巨龙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96% 109,901,720 0 质押 109,728,648

北京骊悦金实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质押 101,214,574

上海哲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9% 101,214,574 101,214,574 质押 101,214,574

宁波乐源盛世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9% 80,971,659 80,971,659 质押 80,971,659

北京康海天达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0% 79,411,765 0 质押 57,901,765

吕仁高 境内自然人 3.02% 55,730,929 0 质押 51,399,997

新纪元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新疆峰石

盛茂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 48,269,068 48,269,068 质押

日照银杏树股权投

资基金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9% 47,760,350 0 质押 47,760,3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名流通股股东中，吕仁高直接持有巨龙控股 90%股份，且巨龙控股全资控制巨龙文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义聚投资与众聚投资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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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上半年，上市公司从提升自身经营能力出发，围绕公司的发展战略持续打造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公司管理层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同时不断的

积累资源以扩大新的竞争优势和拓展新的市场空间，强化移动互联网产业板块的资源投入，

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公司主营业务进一步聚焦于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软

件服务和文化产业。公司坚持游戏研运一体和精品化运营策略，坚持以玩家为本的设计和运

营理念，重视产品的质量和玩家的体验感的提升。

随着游戏市场的日渐成熟，游戏玩家对游戏的偏好越发多元化和细分化，公司采取“引

进来，走出去” 的多元发展策略，积极将日本的热门主流 IP 引入到国内。2019 年 8 月 13 日，

来源于日本知名 IP 的自研游戏《路人超能 100：灵能》正式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启不删档测

试。截至目前，公司已与美国地区的合作方正式签订了代理发行协议；其他区域的合作事宜

正在积极洽谈中。

子公司艾格拉斯科技在自研产品方面持续运营了《英雄战魂》、《格斗刀魂》、《英雄战

魂之元素王座》、《空城计》、《英雄战魂 2》等移动游戏，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同时，在韩

国和港澳台地区由控股子公司或参股子公司代理发行了《风之旅团》、《超杀默示录》、《遇

见》、《王与异界骑士》、《義氣 3D》、《衣之星願》、《龍之谷：神聖天堂》、《星空獵手》、《光

榮戰記》、《楚喬傳手遊》、《戰國志》、《賭神Online》、《無雙戰役》、《武神默世錄》 等多款

移动游戏。

子公司北京拇指玩与腾讯、网易、中国手游、英雄互娱等知名游戏开发商建立了稳定的

合作关系，平台可供下载的游戏囊括了国内热门的手机游戏。2019 年上半年，北京拇指玩继

续积极拓展外部资源，深耕平台的精细化运营，在保持原有游戏联运业务稳定的同时，积极

尝试以游戏推广、游戏发行、软件应用推广等内容的新的业务类型。，

移动互联网视频推广：2019年上半年，杭州搜影继续依托海量留存活跃用户积极拓展品

牌客户及影视剧宣发业务， 同时利用自身大数据分析及挖掘能力积极开拓金融科技大数据

技术风控业务，均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效果。未来杭州搜影将继续依托自身精细化的流量运营

能力，积极拓展行业内新生优质渠道资源，优化广告智能大数据精准投放技术，搭建更为完

善的金融科技大数据服务平台，进一步提升“拇指影吧” 平台的流量变现能力，同时亦积极

拓展 AI智能幼儿教育、人力资源 SaaS智能科技服务系统等新领域，确保公司业绩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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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619� �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2019-053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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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8

月 19日以通讯方式送达给第四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并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以现场及电话方

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王双义先生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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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要求，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 2019年上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公告，《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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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出具的公司《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实际情况相符。公司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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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存放、使用及

管理，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未出现违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 号文相关

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无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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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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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8

月 19日以通讯方式送达第四届监事会成员，并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以现场及电话方式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与监事 3 名，实际参与监事 3 名。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主席张欣先生主持会议，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认真审阅了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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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的公告，《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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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出具的公司《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能够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

形，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去向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3、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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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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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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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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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将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957 号文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定价方式， 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202,429,145

股，每股发行价为 4.9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99,999,976.3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1,681,

536.94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78,318,439.36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09 月 27 日全部

到账，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7 年 09

月 28日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7]382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金额 999,999,976.30

减：发行费用 21,681,536.94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978,318,439.36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208,050,000.00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 20,447,979.53

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 0

补充流动资金 776,500,000.00

加：存款利息和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净额 7,885,558.44

应结余额 1,653,997.80

实际余额 2,887,555.21

差额 -1,233,557.41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截至报告期末，差额系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尚未从募集资金专

户转出的股票发行费用。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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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以及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分别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公司及子公司北京拇指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拇指玩” ）与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 ）分别与上述募集资金存放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遵循规范、安

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

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2018年 4月 9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并募

集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同意将现存放于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的全部

募集资金合并至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募集账户进行专项存储，同时注

销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的募集资金账户。

2018年 8月 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

集资金存储专户的议案》，同意将现存放于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全部

募集资金变更至平安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的募集账户进行专项存储， 并注销中信银行国际

（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募集资金账户。

截至 2019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及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期末余额 账户性质

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58100058810109114 300,000,000.00 - 已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14210155260001078 99,999,976.30 - 已销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18950000000035820 300,000,000.00 - 已销户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15701012010090020752 300,000,000.00 - 已销户

平安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 15000093708663 2,887,555.21 活期存款

合 计 - 999,999,976.30 2,887,555.21

注：1、 初始存放金额包含已发生但尚未支付和已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金

中置换的发行费用 1,233,557.41元。

2、中信银行国际（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浙江稠

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募集资金专

户已销户。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配套资金主要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69,350.00 69,350.00

“拇指玩”运营平台升级及海外版研发项目 35,022.56 27,650.00

支付中介费用 3,000.00 3,000.00

合计 107,372.56 100,000.00

报告期内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已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 截至 2017 年 10 月 17 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 20,447,

979.53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情况进行了

核验和确认。根据上述鉴证报告，截至 2017 年 10 月 17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1 支付中介费用 3,000.00 2,044.80

合计 3,000.00 2,044.80

（三）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公司于 2018年 9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支付的对价进度及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情况逐步完成，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生产经

营对日常流动资金的需要，提高公司经济效益，促使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募集资金

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5 亿元（含本数）用于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使用期间（12 个月）银行贷款利率

4.35%测算，预计可为公司节约近 2,175万元财务费用。

经自查，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未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公司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

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有关

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可转债券等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到期之前，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若出现因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超过目前预计而产生的

资金缺口，公司将及时归还募集资金，以确保项目进度。

截至 2019年 8月 12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8年 11月 20日及 2018年 12月 7 日， 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用于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募投项目“拇指玩” 运行平台升级及海外版研发项

目的实施， 并将该项目募集资金 27,650万元及其产生的存款利息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和公司股东创造更大

的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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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将上述“拇指玩” 运行平台升级及海外版研发项目相应的募

集资金 27,650万元及其产生的存款利息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存款利息以批

准后实际补充流动资金当天的累计存款利息为准）。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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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上半年度

编制单位：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0,805.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65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2,890.37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7,65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7.65%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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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报告 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报 告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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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本次支付交易现金对价 否 69,350 69,350 0 20,805 30.00% 0 不适用 否

“拇指玩” 运营平台升

级及海外版研发项目

是 27,650 0 0 0 0.00% 不适用 是

支付中介费用 否 3,000 3,000 0 2,085.37 69.51% 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00,000.00 72,350 0 22,890.37 - - 0 - -

超募资金投向 无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 - - - -

合计 - 100,000.00 72,350 0 22,890.37 - - 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拇指玩”运营平台升级及海外版研发项目,��由于近年国内外移动互联网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及投资政策的变化，“拇指玩” 运营平台升级及海外版研发

项目启动投资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为了避免项目投资风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募集资金利用率，公司拟终止“拇指玩”运行平台升级及海外版研

发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7年 10月 1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司以募集资金 20,447,979.53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18年 9月 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支付的

对价进度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逐步完成，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对日常流动资金的需要，提高公司

经济效益，促使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合计不超过 5亿元（含本数）用于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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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

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1)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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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

“拇指玩 ”

运营平台升

级及海外版

研发项目

27,650 27,650 27,650 100.00% 0 不适用 否

合计 - 27,650 27,650 27,650 100.00% - 0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2018年 11月 20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

募投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募投项目“拇指玩”

运行平台升级及海外版研发项目的实施， 并将该项目募集资金 27,650万元及其产生的存款

利息全部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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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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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 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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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财会【2019】6 号文”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

融企业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

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文相关规定。

（四）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在编制 2019年半年度财务报表时开始执行财会【2019】6号文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资产负债表

1、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 及“应收账款” 两个项

目，“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2、资产负债表新增“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款项融资”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

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等项目；

3、资产负债表所有者权益项下新增“专项储备” 项目，反映高危行业企业按国家规定提

取的安全生产费的期末账面价值。

（二）利润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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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利润表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等项目；

3、利润表“研发费用”项目，增加了计入管理费用的自行开发无形资产的摊销；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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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现金流量表

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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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1、明确“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股本” 项目的填列口径，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除普通

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2、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新增“专项储备” 项目。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9】6号文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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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法律法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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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报备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8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