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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度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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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华智能 股票代码

00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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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张高利

办公地址 中山市小榄镇民安北路

68

号

A

座三楼

电话

0760-22550278

电子信箱

zhanggaoli@twh.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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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6,620,796.66 1,428,342,065.29 -2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1,800,985.72 -224,507,40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6,928,349.13 -227,043,36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77,292,600.70 24,761,256.86 616.0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0 -0.205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0 -0.20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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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95,858,572.41 5,798,003,075.31 -5.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618,801,491.99 1,144,642,241.06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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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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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小如 境内自然人

23.51% 257,564,860 193,173,645

质押

257,564,860

冻结

243,084,997

珠海植远投资

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7% 110,318,988

珠海植诚投资

中心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49% 92,976,809

陈融圣 境内自然人

5.60% 61,329,099 45,996,824

质押

61,140,000

蔡小文 境内自然人

3.86% 42,281,600

中山达华智能

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

第

1

期

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3.24% 35,475,314

方江涛 境内自然人

3.08% 33,692,935 9,231,161

吴彬彬 境内自然人

2.27% 24,920,000

百年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传 统 保 险

产品

其他

1.09% 11,955,497

百年人寿保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分 红 保 险

产品

其他

0.85% 9,280,400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 或一致 行

动的说明

蔡小如先生与蔡小文女士为姐弟关系

，

两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的关系

;

珠海植远投资中

心

（

有限合伙

）

与珠海植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为同一自然人实际控制

，

为一致行动人

；

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

，

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 股东情 况

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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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贸易争端升级、国内金融市场震荡，宏观经济下

行压力较大，需求偏弱，在董事会和管理层带领下，公司上下一心，克服困难，处置资产，聚焦

主业，深耕实体业务，有序完成了各项工作；在流动性方面，公司较 2018 年已经有了好转，但

面临压力依然很大，风险依然存在；管理方面，公司持续进行精益管理、管理体系和运营流程

优化，提高人均产出效率，通过管控降低了公司费用支出，进一步挖深公司内部管理能力；产

品方面，公司秉持产品差异化策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快速响应，丰富业务产品线，在品牌、

产品以及用户体验方面取得较好成绩，夯实了国内外行业前列地位。

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完成了润兴租赁的出售事宜，同时 2019 年上半年继续剥离与公

司主营不相关子公司，2019年下半年公司也继续剥离与主业无关，亏损的子公司。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662.08万元，同比下降 26.72%；同时公司完成剥离润兴

租赁，已收回部分股权转让款，确认投资收益，降低融资规模，减少财务费用；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180.10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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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公司之全资孙公司北京融佳伟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月 24日清算注销。

（2）本公司之全资孙公司福建达华东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 4月 28日清算注销。

（3）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广东达华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 5月 28日清算注销。

（4）本公司之全资孙公司深圳市创广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 1日清算注销。

（5）本公司之全资孙公司广东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 6月 13日清算注销。

（6）本公司之全资孙公司福建青少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 2019年 3月 18日以 1元价格

转让，从 2019年 4月份开始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融圣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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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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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于

2019年 8月 28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表决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8 月 18 日前以书面、邮件、电话等通知方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8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8名，会议由董事长陈融圣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了会议

通知所列明的事项，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全面了解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后认为：

1、公司严格按照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运作，《2019 年半年度报告》包含的信息公允、全面、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

2、出具的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会计报表》是客观、公正、真实的；

3、我们保证公司《2019 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本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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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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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对公司长远发展表示信心，公司控股股东蔡小如先生为公司向一家

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9,900 万元，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董事长、总裁陈融圣先生为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金额为 49,900万元。以上担保有效期一年，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蔡小如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圣

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长、总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及

10.1.5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蔡小如先生、陈融圣先生属于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

构成了关联交易。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同意，且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

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鉴于蔡小如先生、陈融圣先生无偿为公司提供担保，本次

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蔡小如先生、陈融圣先生回避表决，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

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9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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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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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据此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

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的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设立卫星业务专业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为践行公司“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战略，落实公司在卫星通信领域的战略转型，便于公司

卫星业务板块的培育和管理，集中参与福建省军民融合项目承接，按照福建省政府的要求及

公司未来发展安排，将公司卫星和通信业务整体下沉，实现业务聚焦、归核，特拟出资 1.8 亿元

与福州青年创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0.2 亿元）在福建省福州市设立控股卫星业务专业

公司一一福建海天丝路卫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丝卫星” 暂定名），将目前公司通信

与卫星产业部全部人员和相关资产全部转至海丝卫星内，并配备相关财务等人员，独立运行，

自负盈亏。海丝卫星定位于福建省军民融合、卫星及通信相关业务，业务覆盖整个“海丝” 地

区。

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陈融圣先生签署相关协议及办理后续工商登记等事宜。

本次投资所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因此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议案表决情况：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12� � �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2019-059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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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19年 8月 28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的召开通知已于 2019 年 8 月

18日前以书面、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彩霞女士召集并主持，

应到监事 3人，实到 3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 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2019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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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9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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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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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据此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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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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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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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8月 28日召开了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9年 4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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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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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据此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二）变更日期

公司按照《通知》要求，自 2019年半年度报告开始执行。

（三）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通知》中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

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

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通知》相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和新租赁准则的企

业，应当按照《通知》附件 1�和附件 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项目列报进行相应 调整，

故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将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二个

项目；将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及“应 付账款” 两

个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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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收账款。

2、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利

润表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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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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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明确了“其他权益工

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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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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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对于上述列报项目的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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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

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

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的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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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公司当年净利润及所有者权益，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最新会计准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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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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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

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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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8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五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如下：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对公司长远发展表示信心，公司控股股东蔡小如先生为公司向一家

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9,900 万元，公司持股 5%以上股

东、董事长、总裁陈融圣先生为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金额为 49,900万元。以上担保有效期一年，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蔡小如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圣

先生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长、总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及

10.1.5之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蔡小如先生、陈融圣先生属于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

构成了关联交易。

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同意，且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

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鉴于蔡小如先生、陈融圣先生无偿为公司提供担保，本次

担保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一

姓名：蔡小如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4420001979XXXXXXXX

蔡小如先生持有公司 257,564,860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3.51%。蔡小如先生为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及 10.1.5 之规定，蔡小如

先生属于本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关联方二

姓名：陈融圣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501041970XXXXXXXX

陈融圣先生持有公司 61,329,099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60%。陈融圣先生为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董事长、总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及 10.1.5 之规定，

陈融圣先生属于本公司关联自然人。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为支持公司的发展，对公司长远发展表示信心，公司控股股东蔡小如先生、董事长陈融圣

先生为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一年，免于支付担

保费用，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股东蔡小如先生拟为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长、总裁陈融圣先生拟为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支持了公司的发展，本担保免于支付担保费用，体现了控股股东、持

股 5%以上股东对公司的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

生影响。

四、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与蔡小如先生、陈融圣先生关联交易情形

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与蔡小如先生之间的交易：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截止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向蔡小如先生借款 11.3 万元。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

《关于控股股东、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控股股东蔡小如先

生为公司及子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为 271,

055.42万元。蔡小如先生与公司除上述交易外，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与陈融圣先生之间的交易：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关

于控股股东、股东为公司及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持股 5%以上

股东、董事长、总裁陈融圣先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东网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

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5,000 万元。陈融圣先生与公司除上述交易外，

无其他关联交易事项。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接受控股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项发表

意见如下：

1、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项的事前

认可意见

因公司业务发展迅速，公司控股股东蔡小如先生拟为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

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长、总裁陈融圣先生拟为公司向一家或

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效期一年，免于支付担保费用，公司可以根据

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

经核查，我们认为：该项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帮助解决公司流动资金，加快企业

发展步伐，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

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项的独立

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控股股东蔡小如先生为公司向一家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9,900万元，公司股东、董事长、总裁陈融圣先生为公司向一家

或多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 49,900万元，蔡小如先生、陈融圣先

生属于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

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解决公司流动资金。同时，免于支付担

保费用，公司可以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在有效期内、在担保额度内连续、循环使用，交易遵循了

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控

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规范的要

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3、《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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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设立卫星业务专业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 年 8 月 28 日，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卫星业务专业控股子公司的议案》，为践行公司“一带一路

互联互通” 战略，落实公司在卫星通信领域的战略转型，便于公司卫星业务板块的培育和管

理，集中参与福建省军民融合项目承接，按照福建省政府的要求及公司未来发展安排，将公司

卫星和通信业务整体下沉，实现业务聚焦、归核，特拟出资 1.8 亿元与福州青年创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出资 0.2 亿元）在福建省福州市设立控股卫星业务专业公司一一福建海天丝路卫

星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丝卫星” 暂定名），将目前公司通信与卫星产业部全部人员和

相关资产全部转至海丝卫星内，并配备相关财务等人员，独立运行，自负盈亏。海丝卫星定位

于福建省军民融合、卫星及通信相关业务，业务覆盖整个“海丝” 地区。

提请董事会授权董事长陈融圣先生签署相关协议及办理后续工商登记等事宜。

本次投资所涉及的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因此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拟新设立公司及其他出资人的基本情况

（一）新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暂定名：福建海天丝路卫星科技有限公司

英文暂定名：Fujian� Ocean-Sky� Silkroad� Satellite� Technology� Co.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号福州软件园 G区 17号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亿元

股权结构：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90%，福州青年创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0%

法定代表人：王中民

生产经营范围：卫星及通信系统的设计、研发、试验、工程建设、技术研究和运营管理；卫

星地面应用系统的设计、研发、试验、工程建设、操作、销售和运营管理及服务；卫星数据产品

的接收、处理、研发、试验、加工、技术研究、销售和服务；卫星应用相关终端产品的设计、研发、

试验、制造、生产、技术研究、销售和服务；与卫星系统研制、试验、应用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

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产品研发、制造、工程承包、招标服务；卫星相关工程的

承包、开发；卫星系统建设、运营、应用相关的国际技术合作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

询、服务；通信广播器材、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通信设备、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设备及相应

的系统工程的研制、开发、生产、集成、销售、安装、租赁及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系统的开发、

集成、销售、相关产品的维修；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

统集成；计算机系统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医用软件服务除外）；通信网络支撑

系统技术服务；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系统开发；技术推广服务；专业承包；劳务分包；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公司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

应当在申请登记前报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二）其他出资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福州青年创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鼓楼区软件大道 89号福州软件园 E区 16号楼 509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万元

股权结构：文晓君占其注册资本的 90%，柯金云占其注册资本的 10%

法定代表人：文晓君

生产经营范围：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基础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其他信息系统

集成服务；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其他机械设备及电

子产品批发；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对外

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

该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为践行公司“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战略，落实公司在卫星通信领域的战略转型，便于公司

卫星业务板块的培育和管理，集中参与福建省军民融合项目承接，按照福建省政府的要求及

公司未来发展安排，将公司卫星和通信业务整体下沉，实现业务聚焦、归核，特在福建省福州

市设立独资卫星业务专业公司一海丝卫星，将目前公司通信与卫星产业部全部人员和相关资

产全部转至海丝卫星内，并配备相关财务等人员，独立运行，自负盈亏。海丝卫星定位于福建

省军民融合、卫星及通信相关业务，业务覆盖整个“海丝” 地区。

2、存在的风险

该子公司设立尚需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还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内部 控制等方面

的风险。 该子公司将通过采取积极的经营策略， 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 机制和有效的管理体

系，以预防和控制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对公司未来业务布局与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暂不会对公司当前 生产经营

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设立卫星业务专业控股子公司的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规划，有利于提升公司的

竞争实力；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决策范围

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本次投资是在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的情况；本次对外投资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确

定，决策结果合法有效。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设立卫星业务专业控股子公司的事项。

四、备查文件

1、《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

2、《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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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 � �编号：2019-06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8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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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447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4,000 万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

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人、保荐机构和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妮芩

联系电话：0755-82130188

邮箱：cainq@guosen.com.cn

2、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乔娜、王建龙

联系人：刘继东、董德森

联系电话：010-66568097、010-66568876

邮箱：liujidong@chinastock.com.cn、dongdesen@chinastock.com.cn

3、联席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蒋培培

联系电话：020-66338888-8390

邮箱：jiangpp@gf.com.cn

4、联席主承销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雪婷、楼雅青、蒋杰

联系电话：010-66220009-6666、0871-63577938、0755-82520323

邮 箱 ：songxueting@hongtastock.com、louyaqing@hongtastock.com、jiangjie@hongtastock.

com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300475� � � �证券简称：聚隆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9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领泰基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暨股票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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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聚隆科技，证券代码：300475）将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

（周四）上午开市起停牌。

深圳市领泰基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领泰基石” ）于 2019 年 7 月 29

日公告了《要约收购报告书》，向除领泰基石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领驰基石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领汇基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芜湖弘唯基

石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代表“弘唯基石华盈私募投资基金” ）外的安徽聚隆

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有股东发出部分要约收购，要约收购股份数

量为 26,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 要约收购的价格为 14元 /股， 要约收购期限为

2019年 7月 30日至 2019年 8月 28日。

目前，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已届满。鉴于本次要约收购结果需进一步确认，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要约收购业务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聚隆科技；证券代码：300475）自 2019 年 8 月 29 日（周四）上午开市起停

牌。待要约收购结果公告后，公司将及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29日

证券代码：000558� � � �证券简称：莱茵体育 公告编号：2019-051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股东莱茵达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茵达集团”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办理解除质

押及再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

股

）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莱茵达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否

15,000,000 2018.07.03 2019.08.2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6.538%

13,000,000 2018.08.17 2019.08.2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余杭支行

5.666%

合计

- 28,000,000 - - - 12.204%

2、股东股份再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

股

）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莱茵达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否

28,000,000 2019.08.26

至股份解除

质押之日止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余杭支

行

12.204%

融资

合计

- 28,000,000 - - - 12.204% -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莱茵达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229,442,2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80%，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 226,220,000 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98.60%，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5%。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3、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603� � �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19-068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拟纳入优先审评程序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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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审评中心近日发布拟优先审评的产品名单， 将拟优先

审评的药品注册申请及其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 7 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岭万洲制药” ）的

阿昔洛韦片进入该名单。现将阿昔洛韦片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阿昔洛韦片

剂型：片剂

规格：0.4g、0.8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3类

受理号：CYHS1900253（0.4g）、CYHS1900254（0.8g）

申请人：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优先审评理由： 经审核， 本申请符合《总局关于鼓励药品创新实行优先审评审批的意

见》（食药监药化管〔2017〕126 号）规定的优先审评审批范围，同意按优先审评范围（一）5

款同一生产线生产，已于 2018年在美国上市，申请国内上市的仿制药纳入优先审评程序。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阿昔洛韦是一种抗病毒药。在体外对单纯性疱疹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巨细胞病毒

等具有抑制作用，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9 年版）》品

种。

阿昔洛韦片由葛兰素史克公司原研，目前该原研药暂未在国内上市。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国内仿制药企业有 2家，分别为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此次

以岭万洲制药按 3 类仿制药提交的上市申请， 一旦成功获批则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据

MIDAS数据库信息统计，阿昔洛韦片 2017 年的全球销售额为 2.39 亿美元，2018 年上半年的

全球销售额为 1.23亿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在阿昔洛韦片研发项目上投入的研发费用约 600万元人民币。

三、主要风险提示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研发容易受到技 术、审批、政

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审评政策及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等存在 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上

述产品存在优先审评程序药品注册申请公示期被提出异议 的风险，且能否成功上市及上市

时间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项目

的后续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8月 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