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29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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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公司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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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亮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代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００２２０３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自强

办公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３８６号二楼董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３８６号二楼董
事会办公室
事会办公室

朱琳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３

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３

电子信箱

ｇｆｏｆｆｉｃｅ＠ｈａｉｌｉａｎｇ．ｃｏｍ

ｇｆｏｆｆｉｃｅ＠ｈａｉｌｉａｎ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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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２０，８４４，６３０，１０３．４０

２０，１１７，４６２，２２３．４９

３．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６４３，８２９，９２９．２４

５５０，６６９，９３３．５０

１６．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６１９，３６０，６３２．０９

５３６，７７２，７６０．８１

１５．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５０７，０２８，９０１．２６

１，１１８，４９８，０９２．３４

－５４．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３３１５

０．３２８３

０．９７％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３２９８

０．３２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８８％

１０．１１％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５４％
－２．２３％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２２，８４２，８２６，２６６．８５

１９，２１８，１６３，５３４．２７

１８．８６％

８，２９３，６６８，９３９．３９

８，０２９，３７３，８５０．６２

３．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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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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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４５．１３％

８８１，０２６，８７５

Ｚ＆Ｐ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ＬＬＣ

境外法人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１４．７９％

２８８，７２３，９７４

０

３．１７％

６１，８０４，６９７

６１，８０４，６９７

５９，８４０，４６６

０

境内自然
人

３．０７％

华安财保资管 －工商 银
境内非国
行－华安财保资管稳定增
有法人
利２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３．０４％

５９，３３２，５０９

５９，３３２，５０９

境内自然
人

１．７５％

３４，０９０，９３８

２５，５６８，２０３

陈东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司－自有资金

１．６３％

３１，８３０，５８７

０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司－万能保险产品

１．６１％

３１，５１６，７９６

０

华安财保资管 －工商 银
境内非国
行－华安财保资管稳定增
有法人
利３号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１．５８％

３０，９０２，３４８

３０，９０２，３４８

华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 境 内 非 国
限公司
有法人

１．４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２８，４３０，１６０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６１，８０４，６９７ 质押

汇安基金－国泰 君安 证
境内非国
券－汇 安基金 －汇鑫 ２２ 号
有法人
资产管理计划
冯海良

数量
２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２８，４３０，１６０

冯海良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海亮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自有资金，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系一致行动关系；
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公司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６６８，６２６，８７５股外， 还通过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２１２，４００，０００股， 实际合
有）
计持有公司股份８８１，０２６，８７５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４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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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国际经济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一定的短
期下行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７月２７日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上半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２．４％。 由于受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社会资金普遍紧张，空调制冷
行业等下游市场需求持续低迷，２０１９年产销同比增长均为个位数下降，尤其是５月、６月同比产
销下降较大，行业竞争不断加剧。
面对宏观环境复杂多变、行业竞争日益加剧的经济态势，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利用公司技
术、装备、规模、管理等优势，积极拓展全球市场，加快行业洗牌，持续提升公司市场占有率。 通
过收购欧洲ＫＭＥ铜管及铜合金棒生产基地，加快美国、泰国、广东、安徽等生产基地项目建设，
初步实现全球生产布局，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完善多渠道、多市场的全球营销网络，分散单
一市场变化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的影响，不断提高全球化经营协同效应；加快ＫＭＥ并购整合，
向其输出海亮精细化管理经验，实现技术和销售渠道共享，积极拓展境内和欧洲市场，尽早实
现并购协同效应，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实现铜加工材销售数量为３６．５７万
吨，其中自产销量３６．５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２３．０９％。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２０８．４５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３．６１％；实现利润总额７．６１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３．０８％；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６．４４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６．９２％。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
一）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优势产能逐步释放
广东海亮年产７．５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信息化生产线项目”、“
安徽
报告期内，公司“
海亮年产９万吨高效节能环保精密铜管信息化生产线项目”等多个项目建设按计划持续、稳步
推进。 项目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及装备，其单线生产能力、工艺水平、设备性能和智
能化程度均遥遥领先于行业水平，其生产的产品具备高质量、低能耗、清洁环保、成品率高的
特点。 上述项目陆续投产，将大幅提升公司生产制造能力，逐步替代之前委托加工业务，增强
公司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
二）完成ＫＭＥ项目签约与交割，并购融合工作顺利进行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８日与ＫＭＥ集团签署了《
股权资产购买协议》，收购ＫＭＥ 集团旗下铜合
金棒和铜管业务。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公司完成了与ＫＭＥ集团关于其旗下股权与资产的交割，公
司已持有其位于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五家铜合金棒与铜管工厂。
交割完成后，公司已按照既定计划有序开展各项整合对接工作。 公司一方面向ＫＭＥ输出
精细化管理经验，不断提升并购标的运营效率；一方面大力推进并购协同，加快市场渠道等资
源的共享，利用海亮品牌和渠道拓展高端铜合金棒境内市场，利用ＫＭＥ品牌和渠道拓展铜管
欧洲市场，快速提升全球市场占有率，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一方面加大双方技术交流，实现
技术资源共享，消化吸收ＫＭＥ铜合金棒先进生产工艺，进一步优化国内高端铜合金棒生产工
艺；另一方面，公司将输出铜管生产与精细化管理经验，提高欧洲公司铜管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成本，并以此为契机深度拓展欧洲铜管市场，快速提高公司铜管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
（
三）强化经营风险控制，持续优化公司财务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高度关注各项经营风险，持续强化公司管控能力，强化财务、采购及
销售风险，进一步完善公司资金管理体系，加强应收账款回收及库存控制的考核，通过有效调
配、加速周转、调整结构等措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严格控制公司资产负债率，防范宏观
市场变化给公司良性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３１５，０００万元（
含３１５，０００万元），以进一步扩充公司资本实力，加
快公司发展战略实施步伐，实现公司稳健发展。 ２０１９年８月９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通过
了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
（
四）优化全球生产布局，着力践行国际化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收购欧洲ＫＭＥ铜管及铜合金棒生产基地，加快美国休斯敦、泰国、越
南等境外生产基地建设，初步实现全球生产布局，公司全球化生产经营架构已见雏形。
目前，公司在国内、东南亚、美国、欧洲等全球主要市场都拥有生产基地，生产布局更加合
理，制造能力快速提升，贴近市场一线，可以满足目前市场需要。 同时，公司还将进一步整合全
球采购、生产与销售资源，优化全球供应链资源配置，提高全球化资源配置带来的经营效益，
增强公司抗击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降低单一市场波动对公司整体业绩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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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一、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执行财政部于２０１７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３号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一套
期会计》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３７ 号一金融工具列报》（
以下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在
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方面，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金融资产基于其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及企
业管理该等资 产的业务模式分类为“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和“
融资产” 三大类别，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贷 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等分类。 权益工具投资一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也允许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经本公司董事 会
的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在减值方面， 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减值的
会议批准
要求适用于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金融资产、租赁应收款和财务担保合同。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 失模型
确认信用损失准备， 以替代原先的已发生信用损失模型。 新减值模型采用三阶段模型，
依据相 关项目自初始确认后信用风险是否发生显著增加， 信用损失准备按１２个月内预
期信用损失或者整个存续 期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计提。 本集团对由收入准则规范的交
易形成的全部应收账款及长期应收款， 以 及由《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一租赁》规范的
交易形成的应收融资租赁款， 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的金额计量损失
准备。 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
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 则的要求进行追溯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集团不进行调 整。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
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的留 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二、财务报表格式修订
本公司从编制２０１９年度中期财务报表起执行财政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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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会６号
２０１９〕 ６号，以下简称“
文件”）。 财会６号文件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将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项
目拆分为“
应收账款” 及“
应收票据” 项目，“
应 付账款及应付票据”拆分为“
应付账款”及
“
应付票据”项目，明确或修订了“
其他应收款”、“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
经本公司董事 会
款”、“
递延收益”、“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项目下的“
利息收入”、“
其他收益”、 “
资产处
会议批准
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和“
营业外支出”科目的列报内容。 对于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
企业， 新增“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用于反映新金融工具准则下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 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新增“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收益”，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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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本公司采用追溯 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变更，并
对可比会计期间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备注

无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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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 公司新设二家全资子公司：Ｈａｉｌｉａｎｇ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ＨＭ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ｍｂＨ； 收购五家公司：ＨＭＥ Ｂｒａｓ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ＡＳ、ＨＭＥ Ｂｒａｓ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ｍｂＨ、ＨＭＥ
Ｂｒａｓｓ Ｉｔａｌｙ ＳｐＡ、Ｈａｉｌｉａｎｇ Ｍｅｓｓｉｎｇ Ｂｅｔｅｉｌｉｇｕｎｇｓ ＧｍｂＨ、ＨＭＥ Ｉｂｅｒｔｕｂｏｓ Ｓ．Ａ．Ｕ； 处置一家公司：
江苏仓环铜管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朱张泉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０３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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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８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
月２４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或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上午在诸暨
市店口镇解放路３８６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９人，９位董事均亲自出席现场会议，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张泉先生主持。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
有效。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如下：
１、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朱张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
２、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陈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０３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委托数量

同意

１股

反对

２股

弃权

３股

Ｂ、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
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
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
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０票。
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３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３

表决意见类型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Ａ投Ｘ１票

Ｘ１股

对候选人Ｂ投Ｘ２票

选人；
３、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金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
４、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
５、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陈淑翠女士为公司第六七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６、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钱自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候选人。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朱张泉先生、陈东先生、金刚先生、蒋利民先生、陈淑翠女士、
钱自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将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的表决方式分别对非独立董事进行投票表决。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董事会的
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
《
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采取逐一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如下：
１、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范顺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２、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邓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３、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刘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公司董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范顺科先生、邓川先生、刘国健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
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
事候选人（
和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的表决方式分
别对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务。 本次提名的独立
董事不存在任期超过６年的情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四、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
关于出让海亮（
非洲）矿业投资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全资子公司海亮 （
非洲） 矿业投资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出让给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ＺＨＵＯＹＵＡＮ ＭＥＴＡＬ ＣＯ．， ＬＴＤ。 本次股权转让以公司截止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海亮非洲长期股权
投资账面价值为作价依据，转让价格为１，６７０万美元。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定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下午在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３８６号公司会议室召
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关于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朱张泉
朱张泉，男，中国国籍，１９６７年１０月出生，中共党员。 历任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
总裁助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浙江海亮铜管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浙江
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８３１１９９）董事长、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１６年８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朱张泉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海良先生妻弟，与公司董事候选人蒋利民先生属舅甥关
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披露日，朱张泉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２２，１４８，１６０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１３％。 通
过公司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０．５２％的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
失信被执行人”。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朱张泉先生不属于“
２、陈东
陈东，男，中国国籍，１９６８年１１月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诸暨市湄池供销社主办
会计，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董事、财务总监，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兼财务计划部经理，现任浙江海博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股票代码：８３１１９９）董事，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 ２０１３年９月至今任公司财
务总监，２０１４年５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止披露日，陈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３４，０９０，９３８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７５％，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所惩戒。 不存在《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东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３、陈淑翠
陈淑翠，女，中国国籍，１９７４年５月出生，硕士，曾任河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营业部总
经理助理、河北证券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助理；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券投资部副总经
理；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兼华融稳健 １ 号投资主办人、期货中间业务
副总经理兼基金公司筹备小组负责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总经理；新时代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融信中国控
股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３３０１．ｈｋ）董事、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６００２０８）董事、北京
证券代码：３００１８２）董事
捷成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披露日，陈淑翠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失信被执行人”。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淑翠女士不属于“
４、蒋利民
蒋利民，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４年２月出生，中专。 曾任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部长、浙江铭
阳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总监、内蒙古海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审计经理，现任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管理中心总经理。
蒋利民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海良先生及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张泉先生的外甥，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披露日，蒋利民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８１，２００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４％。 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蒋利民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５、金刚
金刚，男，中国国籍，１９７８年３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武汉市轮渡公司党办秘书、北京建龙
重工集团下属子公司宁波建龙钢铁有限公司、承德建龙特钢有限公司、吉林建龙钢铁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处处长， 四川川锅锅炉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重庆宗申动力集团 （
股票代码：
００１６９６）人力资源部部长，武汉新康化学集团人力资源总监等职，现任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２０１６年８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止披露日，金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３５０，０００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０．０２％，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不存在《
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金刚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６、钱自强
钱自强，男，中国国籍，１９８５年１２月生，本科学历。 ２００８年６月进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明康汇生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年至
今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
截止披露日，钱自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１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０．０１％，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戒。 不存在《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钱自强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１、范顺科
范顺科，男，１９６３年７月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
任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工程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高级工程师，闽发铝业有限公
司（
股票代码：００２５７８）独立董事；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６０３７９９）独立董事；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劳动模范”。 现任中国有色金属
２００６年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２００８年荣获“
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和工信部行业专家，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５日至今任公司独立董
事。
范顺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范顺科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具
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范顺科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２、邓川
邓川，男，中共党员，１９７３年５月生。 １９９８年３月开始在浙江财经大学任教。 会计学专业博
士，教授，浙江财经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博士生导师。 现为浙江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副院长，浙江省“
十三五”审计学特色专业负责人。 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学术
类），浙江省“
新世纪１５１人才工程”培养对象。 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内
部审计协会副会长，浙江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内部治理指导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会计
审计理论与实务。 曾任思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珀莱雅化妆
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和绍兴兴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６日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邓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邓川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具备独
立董事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邓川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３、刘国健
刘国健，男，汉族，１９５８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一级
律师，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１９９５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
原“
华东政法学院”）法学专业，曾
获得２０１１－２０１４年度全国优秀律师，浙江省十佳律师等荣誉称号，具有３０多年法律从业经验，
曾任浙江丽水地区律师事务所主任、浙江国师律师事务所主任。 现任浙江海浩律师事务所首
席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刘国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
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 刘国健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具
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刘国健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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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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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
月２４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或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上午在诸暨
市店口镇解放路３８６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３人，３位监事均亲自出席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傅怀全先生主持。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
有效。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２０１８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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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需进行换届。 根据《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 ２ 名，职工代表监事 １名，
任期三年。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同意胡世华先生、 余铁均先生（
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表决， 上述 ２ 位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一起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不
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该专项报告客观、真实的反映了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
和实际使用情况，将进一步监督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来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
同意通过该报告。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简历
１、胡世华，男，汉族，１９７１年７月生，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财会人员会计学硕士专业毕业，中
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高级会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
从１９８９年８月起，先后在重庆江津酒厂（
集团）有限公司、四川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四川东
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
方资产评估事务所、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司）、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
亮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及审计评估中介机构任职。 现任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自２０１９
年５月２０日起担任公司监事一职。
胡世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披露日，胡世华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２、余铁均，男，汉族，１９７７年５月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２００２年７月进入浙江海亮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现任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铜管道事业部研发工程师。
先后被公司授予“
十佳科技工作者”、＂有色金属板块杰出员工＂、海亮集团党委成立２０周
年十佳先锋党员等光荣称号， 也曾被评为 “
绍兴市十大杰出职工” ，“
入选绍兴市工匠人才
库”，“
绍兴市五一劳动奖章”。 其主导开发的“
竖模收Ｒ整形工艺”被评为２０１８年“
浙江省先进职
业操作法”。
余铁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披露日，余铁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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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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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定于２０１９年９
月１６日（
星期一）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
一）会议召开时间：
星期一）下午２：３０
现场会议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网络投票时间为：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１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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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日下午１５：００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下午１５：００期间
的任意时间。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３８６号公司会议室。
（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１、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２、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
统行使表决权。
（
四）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者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
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网络投票包含证
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六）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星期二）
（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
公司章程》等规定。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八）会议出席对象：
星期二）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１、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邀请的其他嘉宾。
二、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采用累积投票制）

１
１．１

选举朱张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２

选举陈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３

选举金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４

选举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５

选举陈淑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６

选举钱自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Ｘ２股

…

…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
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
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０ 票。
股东给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数总数为：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６。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６位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
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６的乘积。
股东给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数总数为：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３。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３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
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３的乘积。
股东给监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数总数为：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２。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２位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２的乘积。
（
５）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
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
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６）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５日下午３：０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
日下午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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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二）：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意向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对会议审议议案表决如下（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序号

议 案

累计表决票数

陈 东
１

金 刚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蒋利民
陈淑翠
钱自强
范顺科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邓 川
刘国健

３

胡世华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余铁均

说明：请在“
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
同意”或“
反对”或“
弃权”空格内填上“
√”号。 投票
人只能表明“
同意”、“
反对”或“
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
效，按弃权处理。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０３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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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海亮股份”）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５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开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本议案已经获得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批准。 同意公司为
香港海亮铜贸易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港海亮”）、香港海亮控股有限公司、上海海亮铜业有限
公司、浙江科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海亮（
安徽）铜业有限公司、广东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海亮
奥托铜管（
广东）有限公司、成都贝德铜业有限公司、重庆海亮铜业有限公司、新加坡海亮金属
材料有限公司、ＨＭＥ Ｃｏｐｐ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ｍｂｈ （
以下简称 “
德国海亮”）、Ｈａｉｌｉａｎｇ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以下简称 “
以下简称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Ｂ．Ｖ．、ＫＭＥ Ｂｒａｓｓ Ｉｔａｌｙ ＳｐＡ （
ＫＢＩ”）、ＫＭＥ Ｂｒａｓｓ Ｆｒａｎｃｅ ＳＡＳ （
“
以下简称“
ＫＢＦ”）、ＫＭＥ Ｂｒａｓｓ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ＧｍｂＨ（
ＫＢＧ”）等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７９亿人民币
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及香港海亮为德国海亮、ＫＢＩ、
ＫＢＦ、ＫＢＧ等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１０亿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现香港海亮拟向澳新银行申请不超过２，１００万美元综合授信额度。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香
港海亮日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在原有对香港海亮的担保额度的基础上，为香港海亮融资
新增担保额度。 具体担保金额及具体条款以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协议为准。
本次担保系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的新增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企业基本信息：

选举范顺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邓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３

选举刘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名称

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９日

３．１

选举胡世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住所

３．２

选举余铁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法定代表人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ＵＮＩＴＳ １６０７－８ １６／Ｆ ＣＩＴＩＣＯＲＰ ＣＴＲ １８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 ＲＯＡＤ ＣＡＵＳＥＷＡＹ ＢＡＹ ＨＫ
蒋利荣

注册资本

２，９９０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及其制品的进出口业务

２、企业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２０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资产总额（
万元）

２９，９６６９．２４

负债总额（
万元）

２２０，５２７．８０

２４２，９０８．２５

７９，１４１．４４

７９，５５２．４１７

净资产（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年度

３２２，４６０．６６

２０１９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万元）

１，７６０，０５３．１８

营业利润（
万元）

５，１７８．４３

４，２６２．９６

净利润（
万元）

５，２１９．５２

４，３０３．９１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１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２．２

上述议案均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应对中小投资者（
公司董事、监事、高
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
其中议案１、议案２、议案３ 采用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但不
得超过其拥有董事、监事选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其中议案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
决。 上述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已经在相应的董事会、监事会公告中披露。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登载于 《
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的《
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８）、《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９）。
三、提案编码

投票数

朱张泉

２．１

３

候选人名单

累积投票提案

４７０，０２５．４９

３、企业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２，９９０万美元

１００％

１．００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朱张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２

选举陈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准。

１．０３

选举金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４

选举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５

选举陈淑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６

选举钱自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００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范顺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２

选举邓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３

选举刘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００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胡世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０２

选举余铁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为保证香港海亮的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本公司通过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进一步提高融资能力，有助于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有利于确保其生产经营
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 同时，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
子公司，公司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 公司董事会
同意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
或逐笔
签订）相关担保协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生效。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次担保事项以外，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１０．３亿元，占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经
审计净资产的１２．８３％，均系公司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提供的担保，实际控制人冯海良先生为
上述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的对外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

四、本次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 欲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１日９：００一１７：００到浙江海亮股份
公司证券投资部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于上述时间登记，
传真或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法人股东凭股权证书或股票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营业执照复印件登记。
３、个人股东凭股票账户卡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票账户卡和身份证登记。
４、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３８６号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３１１８１４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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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１、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会议联系人：朱琳
３、联系电话：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３
传真：０５７５－８７０６９０３１
４、邮政编码：３１１８１４
５、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３８６号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代码：３６２２０３。
海亮投票”。
２．投票简称：“
３．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的交易时间，即９：３０一１１：３０和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４．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１）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
２）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５．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
网络投票”或“
投票”功能栏目；
１）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
（
２）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
同意”、“
反对”或“
弃权”；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３）根据议题内容点击“
６．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海亮投票”“
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
１）在投票当日，“
（
买入”。
２）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
（
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元代表议案１，２．００元代表议案２，依此
３）在“
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对于选举董事、监事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如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别选举，需设置为
两个议案，如议案２为选举独立董事，则２．０１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２．０２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
如议案１为选举非独立董事， 则１．０１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１．０２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 依此类
推。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及对应的申报价格一览表如下：
表１股东大会议案对应“
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１．００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朱张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１元

１．０２

选举陈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累积投票制
１．０２元

１．０３

选举金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３元

１．０４

选举蒋利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４元

１．０５

选举陈淑翠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１．０５元

１．０６

选举钱自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００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范顺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元

２．０２

选举邓川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２元

２．０３

选举刘国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００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胡世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０１元

３．０２

选举余铁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３．０２元

１．０６元
累积投票制

２．０３元
累积投票制

（
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４）在“
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股代表同意，２股代表反对，３
Ａ、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在“
股代表弃权。
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２表决意见对应“

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正式签订担保协议， 具体担保金额和内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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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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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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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
一）变更原因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财政部发布《
会［
２０１９］６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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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文件规定，公司应当结合
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及部分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
（
二）变更日期
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政策，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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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５号）。
（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
财会［
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９］６号）执行相关会计政策。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 号的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 计期间的比较
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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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资产负债表（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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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２）将原“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２、利润表（
１）“
（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一”列示）”。
２）将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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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
其他权
４、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
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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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本次会
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
何影响。
三、审议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深圳证券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大会审议。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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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财政部“
财会［
财会［
财
２０１９］６号”、“
２０１９］８号”和“
会［
２０１９］９号”的规定，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能够客
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
一）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制定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符合财政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客观、真
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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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事项。
（
二）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不
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