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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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６０３０１０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万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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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盛股份

６０３０１０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钱明均

阮丹丹

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３２２０９９

０５７６－８５３２２０９９

办公地址

浙江临海两水开发区聚景路８号

浙江临海两水开发区聚景路８号

电子信箱

ｚｊｗｓｆｒ＠ｗｓ－ｃｈｅｍ．ｃｏｍ

ｚｊｗｓｆｒ＠ｗｓ－ｃｈｅｍ．ｃｏｍ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上年度末

２，０５３，２８７，８０５．６８

２，０７７，２８８，７１３．９４

１，１７８，２３０，４３９．８３

１，１３５，５０９，７９９．４８

本报告期
（
１－６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６
３．７６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上年同期

４６，５４０，８０４．３５

２７，５８８，９６２．３５

６８．６９

９３９，２３６，８４６．７４

６４５，９４２，０２５．７１

４５．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４，４６９，１８９．７９

４７，７０３，６７２．２４

５６．１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７０，７０３，４０８．３５

２７，６４４，４９３．１０

１５５．７６

营业收入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３８

４．２６ 增加２．１２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１

０．１３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２１

０．１３

６１．５４
６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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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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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１０

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５０

１０４，５１９，８００

０

质押

７６，５４２，０００

高献国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１６

３５，９８３，８５４

０

质押

２２，１８４，０００

高峰

境内自然人

３．１７

１１，２２０，４０１

０

质押

１０，１００，４４０

周三昌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６

１０，８４５，７４８

０

质押

９，９００，０００

龚卫良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５

１０，４６２，５７２

１０，４６２，５７２

质押

７，０００，０００

郑国富

境内自然人

２．５４

９，００６，７６４

０

无

高远夏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５

８，３２５，３３８

０

质押

２．０６

７，３０４，６４２

０

无

０

勇新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７

６，９７５，０４８

６，９７５，０４８

无

０

金译平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９

６，７０１，４７８

０

无

０

６，９５８，０００

高献国家族成员为临海市万盛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高远夏为高献
国、高峰、高强之父；郑国富为高献国妻子之胞兄。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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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化工行业监管形势不断趋严，安全、环保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去年以来，行业整合步
伐逐渐加快，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公司积极把握市场契机，开拓市场，提升销售。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９３，９２３．６８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４５．４１％；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７，
４４６．９２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５６．１１％，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７，
０７０．３４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１５５．７６％。
报告期内，受安全、环保监管形势影响，部分省份化工园区企业停产、整顿，市场总产能下降，
同行企业受到一定的影响，公司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新项目持续投产，产能不断提升，优势凸显；从
市场政策看，民用、商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带动阻燃剂市场容量不断扩大，公司产品的需求不
断扩大、销量明显提升。在当前供求紧张情况下，公司主要产品售价上涨，同时，主要原材料价格下
降，综合导致产品毛利率提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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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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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１０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１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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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上午９点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以信息平
台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董事会成员共７名，会议应到董事７名，实际到会董事７名，
会议由董事长高献国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
证券报》、《
证券时报》的《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３）。
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
关于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建设完成期延期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
证券报》、《
证券时报》的《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４）。
表决情况：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
证券报》、《
证券时报》 的 《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
０６６）。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１０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2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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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上午１１点以现场方式召开了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以信息平台方式送达各位监
事，会议应参加监事３名，实际参加监事３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岚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①《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事会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②《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项目

职务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减：置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１８７，７１７，９５８．９７
３４，８３０，４９５．００

减：募投项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１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加：募投项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转入

１０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加：利息收入减支付的手续费

１０，６４１，０６１．９６

（
特
１）经公司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第 ６１０４４６ 号 《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公司对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资金１８，７７１．８０ 万元进行了
置换。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
（
２）经公司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１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３，８００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３，８００万元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
（
３）经公司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３，８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６年８月，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３，８００万元归还至募集资
金账户。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４）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３，０００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２０１８年７月，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３，０００万元归还至
募集资金账户。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
（
５）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２，０００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 ２０１９年４月，公司将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归还至募
集资金账户。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
６）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１，５００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
３、募集资金本半年度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单位：元

本钢板材、本钢板Ｂ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６１、２００７６１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德胜

办公地址

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路１６号

电话

０２４－４７８２７００３

电子信箱

ｂｇｂｃｄｍ＠１６３．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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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１０２，５９５，１６７．１４

２３，４４１，２４７，３７７．１４

２．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４５３，２０９，６１５．７６

７５６，９５１，９８７．５９

－４０．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４６１，３３８，４１０．１３

７２４，９２２，９５５．９８

－３６．３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９８４，７８７，００５．６７

７３０，５１９，７４１．４７

３４．８１％

０．１２

０．２０

－４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１２

０．２０

２．３５％

４．５６％

本报告期末

－４０．００％
－２．２１％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元）

６１，４２３，９２７，０５６．１０

５９，６３２，５０４，９１５．８３

３．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９，４０６，０２９，１７４．４１

１９，１２６，２５８，１１６．６７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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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５，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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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溪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辽宁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金额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净额

１０，６４１，０６１．９６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６，７６０，８６８．７４

减：手续费支出

３８７．００

减：募投项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加：募投项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转入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加：利息收入

５３，３１７．９６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净额

８，９３３，１２４．１８

（
二）增发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１、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关于核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向
２０１５］ ２２６１号文《
龚卫良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核准，核准公司向龚卫良、勇新、黄德周、龚
诚发行１０，７５５，０４６股股份购买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伟助剂”）１００％股权，并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４，８７７，６７３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截至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止，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４，８７７，６７３ 股，募集资
金总额 １１１，１１３，３９０．９４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１０７，１１３，
３９０．９４元，已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０日汇入公司开立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临海支行账号为７２３０００６９７０１８８１００６０４８３的募集资金专户 ５７，１１３，３９０．９４元，及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账号为３５８５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８３９３５的募集资金专户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减除其他募
集资金费用人民币５，９８８，４６４．３０元，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１０１，１２４，９２６．６４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验资报
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５］第 ６１０７３８号《
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２、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合计

８，８７９，８０６．２２

５３，３１７．９６

８，９３３，１２４．１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１２０７０２１１２９２００４１８８０６
司临海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海市支行

备注

已销户

１９９３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６０８５８

２、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单位：元
余额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利息收入－手续费及
其他

合计

备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７２３０００６９７０１８８１００６０４８３
台州临海支行

已销户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８５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８３９３５
台州临海支行

已销户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３５，３３３．９６

承诺投资
项目

已变
截至期末
截至期
更项
累计投入
末投入
目，含
截至期末承
截至期末累 金额与承
进度
募集资金承 调整后投资
本年度投
部分
诺投入金额
计投入金额 诺投入金
诺投资总额
（
总额
入金额
％）
变更
（
（
额的差额
１）
２）
（
４）＝
如
（
（
３）＝（
２）－ （
２）／（
１）
（
有）
１）

１、 年产４４，
０００ 吨 磷 酸
酯阻燃剂项
目

否

２、研发中心
项目

否

金额

６７６．０９
３３，０４３．４２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项目
达到
是否
预定
本年度实现 达到
可使
的效益
预计
用状
效益
态日
期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３、募集配套
资金支付标
的公司３０％
股权现金对
价等

否

合计

一

２１，３３４．５１

３，８００．００

２１，３３４．５１

３，８００．００

１０，１１２．４９

３，８００．００

１０，１１２．４９

３５，２４７．００

２１，４５９．３７

６７６．０９

１０，１１２．４９

３５，２４７．００

－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７１．５６ －２，３２８．４４ ３８．７３

１０，１１２．４９

３５，２４７．００

６７６．０９

－ １００．００

３３，０４３．４２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一

２０１６
年２月
２０２０
年４月
３０日

Ｎ／Ａ

１１，８５４．２７

１２，４５０．６５

否

Ｎ／Ａ

否
（
注２）

否

一

一

Ｎ／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公司募集资金期末结余８，９３３，１２４．１８元，尚未使用。
无

注１：公司预计效益为利润总额８，１３０．３８万元，本年度实现的效益为利润总额１１，８５４．２７万元，
达到预计效益。
注２： 大伟助剂预计效益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３，１０１．０２万元， 按照
３０％股权比例预计效益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９３０．３１万元，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５９６．３８万元，未达到预计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期未发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不
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１０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４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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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结合目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对研发中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进行了调
整，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关于核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２０１４］９４７ 号文《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
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２，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１１．７元／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止，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２，５００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９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２６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已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９日汇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为 １２０７０２１１２９２００４１８８０６ 的人民币账户 ２２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汇入公司
开立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账号为１９９３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６０８５８的人民币账户３８，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元，减除其他上市费用人民币 １３，２８５，３３２．６１元，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２５２，２１４，６６７．３９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第
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６１０４２８ 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况：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年产４４，０００吨磷酸酯阻燃剂项目

其中：募集资金投入
２９，６８２．２８

研发中心项目
合计

２１，３３４．５１

３，８００．００

３，８００．００

３３，４８２．２８

２５，１３４．５１

（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进展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在正常进行之中，年产４４，
０００吨磷酸酯阻燃剂项目已经实施完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进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１

年产４４，０００吨磷酸酯阻燃剂项目

２１，３３４．５１

２１，３３４．５１

１００％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１０１，１２４，９２６．６４

２

研发中心项目

３，８００．００

１，４７１．５６

３８．７３％

合计

２５，１３４．５１

２２，８０６．０７

－

－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投资进度

三、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主要原因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６１．４３％ ２，３８０，９０１，２５５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０

４．７７％

１８４，８４２，８８３

０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华润深国投－华
其他
润信托·兴晟５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４．７７％

１８４，８４２，８８３

０

北信瑞丰基金－招商银行－北信瑞丰
其他
基金丰庆２２９号资产管理计划

４．７７％

１８４，８４２，８８３

０

国寿安保基金－工商银行－国寿安保－
其他
华鑫信托定增１０号资产管理计划

４．７７％

１８４，８４２，８８３

０

梁忠青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０％

刘秋影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２９２，０１３

０

０．３７％

１４，１５８，６６３

０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境外法人
ＳＴ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０．２１％

８，１５７，３１１

０

陈进鸿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８％

６，８７６，３７５

０

陈国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４％

５，４８９，３１４

０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１，４６３，０９５，１３３

冻结

４５，００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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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溪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２，
１４１，９０１，２５５股， 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２３９，０００，
０００股，合计持有２，３８０，９０１，２５５股。 梁忠青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１４２，２００股， 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１９，１４９，
８１３股。 刘秋影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５，２６６，２００股，投资
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８，８９２，４６３股。 陈国华通过投资者信
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５，４８９，３１４股。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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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公司各项工作总体向好，生产经营有新起色，改革任务扎实推进，主要指标实现
稳健增长，其中：生铁４７５．８万吨，同比增加８３．３６万吨，增长２１．２４％；粗钢４８７．２６万吨，同比增加７２．９４
万吨，增长１７．６％；热轧板６１０万吨，同比增加６２万吨，增长１１．３％；冷轧板２８９．７２万吨，同比增加５．６９
万吨，增长２％；特钢２２．５６万吨，同比减少１０．４６万吨，降低３１．７％；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以预算为龙头的“
日清日结”工作和积极推进构建三级成本核算体系，不断
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对标挖潜工作迈出重要步伐，组织炼铁、炼钢两个工序与同类型钢厂进行对
标，成效显著。 板材炼铁厂新１号高炉、６号高炉平均日产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板材炼钢厂创日产最
高纪录。 板材热连轧厂两次刷新全厂最高日产记录，板材冷轧厂在产品实物质量不断提升的前提
下，产品产量屡创新高，汽车板质量管理水平稳步提升，中高端冷轧汽车外板合格率创历史最好水
平，且实现批量生产。
科技创新及新产品研发迈上新台阶，成功开发新产品３３项，其中冷成型用淬火配分钢ＱＰ９８０
的成功研发填补了在ＱＰ钢生产上的空白，为迈向先进汽车钢生产企业奠定了基础。 完成福特首次
认证和雷诺汽车产线认证工作，积极推进宝马认证工作。
同时“
四定”工作持续推进，在实现压缩管理层级基础上，进一步压减处级及以上机构，并以交
流、调整、提前离岗和公开竞聘等方式，打通干部能上能下通道，同时建立起精干高效的管控体系，
重叠、效能低、虚设的机构得到全面清理，释放了企业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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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６１ ２００７６１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Ｂ

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４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董事会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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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董事会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 会议应出席董事７名，实际出席董事７名。
４．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香港商报》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刊登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７，１２６．９８

７，４２９．７４

１７３，７８２，８５３．８８

元／
２０１８年１－６月平均售价（
吨）

变动比率（
％）

阻燃剂

１６，１６１．９５

１４，５５４．８４

１１．０４

特种脂肪胺

２３，３９０．１８

３８，７５４．９４

－３９．６５

注：本期特种脂肪胺平均售价下降３９．６５％，主要系①特种脂肪胺细分种类较多，各类销售价格
差异较大。 ２０１８年上半年江苏万盛因厂区搬迁基本未生产，销售主要以贸易为主，上期产品销售结
构大部分以高单价的产品为主；②本期特种脂肪胺市场价格较上期存在下跌。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不含税）
元／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平均进价（
吨）

元／
２０１８年１－６月平均进价（
吨）

变动比率（
％）

环氧丙烷

８，５５７．９１

１０，４６０．３９

三氯氧磷

４，３２８．１１

３，８６１．０９

苯酚

７，３２８．１５

８，１０７．１３

－９．６１

双酚Ａ

９，５６３．１１

１０，７５７．８３

－１１．１１

间笨二酚

７９，２６５．８０

９９，２０８．２６

－２０．１０

－１８．１９
１２．１０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
营概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１０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６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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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会计准则》及财政部相关规定所进行的调整，仅对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
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本公司（
即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当期净资产、
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本公司当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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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４月３０日，财政部发布了《
［
２０１９］６号），对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 本公司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规定的财务报表格式编制
２０１９年中期财务报表，并采用追溯调整法变更了相关财务报表列报。
二、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
１、资产负债表项目：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分别计入“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项目；
１）将资产负债表中原“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分别计入“
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项目；
２）将资产负债表中原“
（
其他流动负债”项目中计入“
递延收益”。
３）将资产负债表中从递延收益重分类至原“
２、利润表项目：
将利润表“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
－’列示）”。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上述会计政策变更，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和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影响报表科目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合并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９．１．１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３８７，２４１，６０１．１４

２０１９．１．１

２０１，６５０，２７８．６３

应收票据

６８，９１８，８８６．６７

１１，０１５，６３１．７６

应收账款

３１８，３２２，７１４．４７

１９０，６３４，６４６．８７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３８０，４２１，２０７．２０

１８８，６９３，８６３．６８

应付票据

６５，１１６，７９９．９１

应付账款

３１５，３０４，４０７．２９

其他流动负债
递延收益

２，１９２，９１６．９６
３６，０５４，７９９．００

５６，７７８，０００．００
１３１，９１５，８６３．６８
１，９８１，２５４．８４

３８，２４７，７１５．９６

２３，４１３，６２３．０４

２５，３９４，８７７．８８

执行新金融准则后，公司财务报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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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调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
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均无实质性影响。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如下：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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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
策的变更。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对公司原会计政策
进行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为执行新会计政策，所做的
相应会计政策的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６１ ２００７６１

和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赞成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２、审议通过《
《
本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刊登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财务公司”） 作为非银
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业务内容和流程、内部的风险控制制度等措施都受到中国银监会的严格
监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财务公司对公司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为正常的商
业服务，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款等金融服务业务公平、合理。财务公司的管理风险不
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关联存款风险目前可控。
该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董事高烈先生、曹爱民先生、申强先生、黄兴华先生对此议案回避
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３、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刊登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编制的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和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４、审议通过《
《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刊登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的合理变更，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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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三、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元／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平均售价（
吨）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半年度报告摘要

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６１ ２００７６１

７５７，３５７，３３０．８７

特种脂肪胺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本钢板Ｂ

元）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销售金额（

４６，８６０．５１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吨）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销量（

５０，９２８．１７

主要原材料

无
关于使用
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１，５００万元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１２个月。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吨）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产量（

阻燃剂

主要产品

Ｎ／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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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化工》等相关规定，浙江万盛股
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现将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否

１０１，１２４，９２６．６４

３、募集资金本半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不含税）
Ｎ／Ａ

５９６．３８

一

是
（
注１）

募集资金净额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净额

证券代码：６０３０１０

主要产品
２１，３３４．５１

９７４，８４８．５４

项目

利息收入－手
续费及其他

单位：万元

金额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净额

募集资金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２，２１４，６６７．３９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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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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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额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净额
减：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无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公司已分别与保荐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台州临海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已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要求制订了《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董事会为募集资金
批准开设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专项账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临海支行专项专户，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
截至 ２０１９ 年６月 ３０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１、首发募集资金
单位：元

三、本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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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首发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１、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关于核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２０１４］９４７ 号文《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
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２，５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１１．７元／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９ 日止，公司实际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２，５００ 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９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承销费和保荐费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２６５，５００，０００．００元，已由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９日汇入公司开立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账号为 １２０７０２１１２９２００４１８８０６ 的人民币账户 ２２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汇入公司
开立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支行账号为１９９３０１０１０４００６０８５８的人民币账户３８，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元，减除其他上市费用人民币 １３，２８５，３３２．６１元，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２５２，２１４，６６７．３９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４］第
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６１０４２８ 号《
２、募集资金以前年度使用金额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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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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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3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０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 公司－
国泰聚优价值灵活配置混 境内非国有法人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③《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定期报告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地反映出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
④监事会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
关于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本次研发中心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
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有关规定。 本次对研发中心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
证券报》、《
证券时报》的《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４）。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公司此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对公司原会计
政策进行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为执行新会计政策，所
做的相应会计政策的变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及《
券报》、《
证券时报》的《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６）。
表决情况：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①２０１５年，公司收购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由于同属精细化工行业，公司当时考虑是否
将大伟助剂系列产品的研发纳入总部研发体系内，统筹调度，以便资源整合利用，节省后期研发运
营成本。 后期经反复论证，两厂区距离较远，且产品工艺、研发流程差异较大不便于集中研发、管
理，决定研发中心独立运作，最终导致研发中心项目投入进程放慢；②近年来，化工行业监管形势
不断趋严，行业标准不断提高，对产品质量、工艺标准、生产安全及环保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
司对产品的研发要求也不断提升；③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设计时间较早，由于行业技术及下游
应用领域的快速发展，客户需求出现较大的变化，同样对研发设备的选型和技术路线的改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公司在设备的选型方面更为谨慎，需花费一定时间考察研发设备的性能指标和适
配性指标，并将不同设备进行横向对比分析。
公司根据行业监管形势、技术发展方向及市场需求，结合自身运营情况，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
的要求，为谋求研发项目产生更好的协同效益，经审慎研究论证后对项目的进度进行调整，拟将
“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建设完成期延至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
四、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影响
本次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是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未改变
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本次对研发中心募投项目进行延期调
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建设进度的
监督，使项目按新的计划进行建设，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五、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及专项意见
１、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一致同意
本次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监事会认为，研发中心项目的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有关规定。 本次对研发中心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２、独立董事意见
（
１）公司本次拟对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谨慎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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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
公司章程》和《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 关于研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公司章程》的规定；
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２）公司本次研发中心募投项目的延期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决定，仅涉及该项目
投资进度的变化，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３）本次对研发中心募投项目进行延期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
长期发展规划。 我们同意本次研发中心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３、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事项，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做出
的谨慎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内容及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同时，本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程序，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监
２０１３年修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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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本钢板Ｂ

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５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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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监事会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３．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为５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５人。
４．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审议通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二Ｏ一九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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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赞成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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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
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赞成５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股票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６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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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召开第八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颁布了 《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
会［
以下简称“
《
修订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
２０１９］６号）（
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２０１９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
财务报表以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９ 日发布了《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的通知》（
财会［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０１９］８ 号），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发布了《
财会［
１２ 号－债务重组〉的通知》（
２０１９］９ 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
一）《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变更的主要内容：
１、在准则的适用范围方面，将应适用其他准则的交易进行了明确。
２、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 对于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产定义
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对于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
终止确认。
３、在货币性资产定义方面，强调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权利。
４、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虽具有商业实质但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计量时，同时换入的多项资产的，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的分摊依据，在“
换入资产的原账面价
值的相对比例”基础上增加“
其他合理的比例”。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及其原因”。
５、附注披露内容增加“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债务重组》变更的主要内容：
（
二）《
１、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权人作出让
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
畴。 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与新金融工具准则相互呼应。
２、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的金融资产以
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３、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４、信息披露方面删除了对或有应收和或有应付的披露、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 对债权
人增加了债务重组导致的对联营或合营企业的权益性投资增加额及投资比例的披露，对债务人增
加了债务重组导致的股本等所有者权益增加额的披露。
（
三）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主要内容
公司编制 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及后续的财务报表将执行财会［
２０１９］６ 号文件的编报要求，主要变
更以下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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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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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２、利润表
信用减值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计算营业利润的加项，损失以“
（
１）将 “
－”列示；
（
投资收益”下新增“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进行单独列示。
２）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产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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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
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
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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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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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
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１、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２、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意见 ；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