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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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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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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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逸影视 股票代码

00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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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斌彪 彭丽娜

办公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华成路

8

号之一

402

房之一 广州市天河区华成路

8

号之一

402

房之一

电话

020-87548898 020-87548898

电子信箱

ir@jycinema.com ir@jycine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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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15,663,337.92 1,014,455,419.23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196,076.95 87,306,889.06 -3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8,741,209.53 59,782,803.64 -5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9,743,668.53 77,041,879.66 107.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1 0.32 -34.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1 0.32 -34.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4.52%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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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6,981,321.37 2,922,870,892.99 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22,762,342.12 1,942,849,051.07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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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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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珍 境内自然人

53.72% 144,393,216 144,393,216

李根长 境内自然人

11.76% 31,606,784 31,606,784

广州融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9.52% 25,600,000 25,600,000

黄忠林 境内自然人

0.16% 433,900 0

汪孔生 境内自然人

0.15% 400,000 0

赵丁 境内自然人

0.12% 313,500 0

卜国庆 境内自然人

0.11% 289,500 0

杨钟标 境内自然人

0.09% 239,500 0

毛向阳 境内自然人

0.07% 194,000 0

江敏龙 境内自然人

0.06% 174,4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玉珍、李根长为兄妹关系。融海投资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持

股平台。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黄忠林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07,800

股，通过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26,100

股，实际持有

433,900

股。公司股东毛向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

0

股， 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94,000

股， 实际持有

194,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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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拓普数据统计，2019年上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288.60亿元（不含服务费），比去年同期下降3.71%；

总观影人次8.07亿，比去年同期下降10.38%；全国影城总数为10,735家，比上年同期增长10.27%；全国银幕总

数为63,713块，比上年同期增长12.75%。

2019上半年，电影总票房与观影人次双双下滑，为近年来首次，但银幕数量依旧保持增长态势，使得单银

幕产出进一步下跌，导致存量影院和新建影院的经营均面临更大的挑战与压力，院线市场竞争愈发激烈。

报告期内，在行业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公司继续秉承“展现电影魅力·传播电影文化” 的经营理

念，在公司董事会的领导下，全体管理层和所有员工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及各项经营目标计划开展各项工

作，加大拓展力度、加强服务功能、深化制度管理，均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如下：

1、积极发挥品牌优势，巩固现有市场优势，并积极拓展市场份额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积极拓展院线规模，强化规模效益；一方面加速影城拓展及项目建设，提高市场份

额和城市覆盖率。

院线方面，公司积极拓展院线规模，优化各项服务，不断吸引优质影院加盟。截至2019年6月30日，院线旗

下共拥有403家已开业影院，银幕2,497块，其中加盟影院231家，银幕1,320块。2019年上半年，院线完成票房

14.31亿元，同比下降1.35%，继续位居全国第7位；放映场次259.29万，同比增长17.48%；观影人次3,929.66万，同

比下降8.64%。

直投影城方面，公司的影院规模进一步扩大，根据董事会既定的拓展战略，完成新建9家直营影城。同时，

完成4家影城升级改造，为影城重新赋能。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旗下共拥有直营影院172家，银幕1,177块。

2019年上半年，公司旗下直营的172家影院，共完成票房7.94亿元，同比增长1.02%，位居全国影投公司第五位，

同比上升一个顺位；单影城产出461.58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时，公司继续巩固、加强与已合作知名商业地产开发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不断开拓新的战略合

作伙伴，积极增加项目储备，为公司未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强化卖品研发创新，升级卖品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注重新产品开发，一方面创新销售渠道与服务模式。

新品开发方面，公司继续加大对卖品研发的投入，研究和跟踪行业变化趋势，推进公司卖品研发创新工

作，研发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产品，不断丰富和完善公司卖品结构。

销售渠道与服务模式创新方面，如微信点餐、送餐，卖品线上商城，“逸优选” 无人超市，自助饮料爆米

花，轻餐饮（食品，饮品）休闲吧等，丰富销售形式，提升服务效率。

3、积极整合各方广告资源，打造广告及宣传商业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整合各方广告资源，强力打造“屏幕+阵地” 广告矩阵，以整合营销获取规模优势。

一方面，整合现有屏幕资源（银幕/电视机/DID拼墙/LED/海报电子屏/自助机屏），形成庞大的屏幕资源库，

为实现通过系统平台统一控播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整合现有阵地资源（冠名厅、娱乐设备、陈列展示、促销

展台、灯箱喷绘、电子屏设备等），形成阵地矩阵，打造自己的广告及宣传商业平台，以规模优势吸引广告主

进行投放。

4、加强自营电商平台建设

公司自营电商包括APP、微信小程序、H5、官网等四项产品。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影城终端与自营电

商平台（官网、APP、公众号和小程序）双向运营导流，通过特有的“影院现场+在线自营电商” 强大运营优

势，实施实体业务线上化、电商业务实体运营的赋能式经营，公司自营电商的注册用户数较上年同期增长一

倍以上。基于用户数的提升，票房、观影人次、卖品销售、充值额等指标较上年同期也均有较大提升。

同时，以自营电商为平台，推进内部资源整合，加大产业上下游及相关业态的合作，开展购票/充值优惠

活动及联名会员活动，可以提升顾客消费体验，为经营业绩提供有力支持。

5、引入“泛会员”概念，进一步完善会员体系，升级会员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引入金逸泛会员概念，建设面对影院持卡会员、在线注册用户、第三方联名会员在内的生

态化运营体系，并运用精准营销系统对各族群、各渠道的用户进行整合，以360度全方面的推广方式，提升顾

客粘度，以实现更高频次的顾客回购。

2019年上半年，公司与比亚迪进行“逸转未来” 的科幻电影季快闪活动，是强强联合知名商业品牌打通

用户社交和娱乐一体化的会员差异化服务尝试，给会员带来了独一无二的科幻体验。同时，公司与电商、游

戏、银行等不同产业领域开展合作，探索更多的差异化服务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会员+电影衍生品、会员

+金融、会员+品牌等跨界合作形式。另外，通过进行积分政策调整、增加线下会员权益、丰富会员衍生服务、

积分商城及会员指定购票优惠等措施不断为广大影迷提供更优质的会员服务， 以充分发挥金逸影城的会员

价值。

6、强化特色影厅，优化放映技术，创新服务体验

公司一直致力于给客户提供更高端、更具差异化的服务体验，在放映技术及放映质量上不断精益求精，

先后与拥有先进技术的IMAX、杜比、MX4D、中影光峰达成战略合作，全面优化放映技术、升级放映设备、提

升放映品质，持续走在行业科技发展前沿，并拓展更多具有先进技术的特色的影厅，以给顾客带来更震撼的

视听享受。同时，公司继续积极探索新技术领域，引进新技术的电影放映系统，逐步实现电影的智能播控，进

一步提升放映质量，以保持放映技术及观影品质，为观众提供高品质的观影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引进国际潮流设计理念，并根据影城特点和项目情况打造儿童主题电影院、全激光影城、

IMAX影厅、杜比影院、4D影厅等特色影厅，丰富观众的观影方式选择，打造观影暨娱乐的一条龙体验服务。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共有IMAX影厅34个、4D厅10个、杜比影院厅2个、LUXE厅2个、DTS厅7个。同时，报

告期内，公司共完成9家影城的激光光源改造。

7、加大影视业务投入，打造全产业链影视集团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制片、发行业务发展投入，通过发挥主流院线优势，积极以多种形式参与优质国产影

片的制片及发行，并努力拓展相关参与机会，打通上下游业务，有效整合行业资源，实现全产业链良性发展。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参投并上映的影片共6部：元旦档影片《来电狂响》、《大人物》，春节档影片

《廉政风云》、《飞驰人生》、《新喜剧之王》、《熊出没·原始时代》，其中《飞驰人生》斩获了17.16亿元的票

房，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影响力。

8、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全面提升管理水平

随着经营规模扩大，管理复杂性与日俱增。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进一步完善经营战略

规划、预算管理、绩效考评、审批流程等重要内部控制体系，加强规范运作与内部控制，并通过进一步优化公

司内部信息系统建设，增强员工协同工作的能力，强化领导的监控管理，促进业务发展、推动精益化运营，提

高组织协同效率和企业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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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2017

年

3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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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一套期会

计》，

2017

年

5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

准则第

37

号一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准则统称“新金融工

具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上

述会计政策。本公司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2

）。

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

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

】

6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

的要求编制

2019

年财务报表。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8

）。

自

2019

年

6

月

10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一一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

2019

〕

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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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一一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

2019

〕

8

号），对《企业会

计准则第

7

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了修订，该通

知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8

）。

自

2019

年

6

月

17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一一债

务重组》（财会〔

2019

〕

9

号）。财政部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发布

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一一债务重组〉

的通知》（财会〔

2019

〕

9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一一

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该通知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已经本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

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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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晓文

2019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05� � � �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2019-025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上

午10:30在广州市天河区华成路8号四楼金逸影视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以书面、邮件、传真或电话方式于2019年8月19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晓文先生召集与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认为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容详见2019年8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02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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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及《企业

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内容详见2019年8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及同日公司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05� � � �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2019-026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8月29日上

午11:30在广州市天河区华成路8号四楼金逸影视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以书面、邮件、传

真或电话方式于2019年8月19日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温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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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内容详见2019年8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027）。】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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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

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内容详见2019年8月3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05� � � � �证券简称：金逸影视 公告编号：2019-028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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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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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9]6号文” ），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该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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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据此对原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相应变更，并自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起执行。

2、会计准则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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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2019〕8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8号文” ），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

了修订， 该通知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的修订后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

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9号文），对《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进行了修订，该通知要

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的修订后《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一一债务重组》自2019年6月17日起施行，企业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应根

据该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按照该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二）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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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会[2019]6号文、财会[2019]8号文、财会[2019]9号文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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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变更日期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按照财会[2019]6号文的要求，公司在编制 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

报表时，适用新财务报表格式。

2、会计准则修订

按照财会[2019]8号文的要求，公司自 2019�年 6�月 10�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7�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按照财会[2019]9号的要求，公司自 2019�年 6�月 17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9�年 5�月 9�日发布的修订

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一债务重组》。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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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

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所有者权益等相关财务指标，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

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于2019年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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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况，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关于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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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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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

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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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号）及《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

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宜。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金逸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关于嘉实宝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保证金理财场内实时申赎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宝

A/B

基金主代码

51980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晓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曈、李金灿、张文玥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晓西

离任原因 业务调整

离任日期

2019-08-30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变更手续

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关于嘉实3个月理财债券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

3

个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

3

个月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48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晓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张文玥、李金灿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晓西

离任原因 业务调整

离任日期

2019-08-30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变更手续

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关于增加农业银行为嘉实旗下基金

代销机构并开展定投业务的公告

根据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签署的开放式基

金代销协议，自2019年8月30日起，增加农业银行为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

一、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养老2040混合（FOF）、嘉实养老2050混合（FOF）

二、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2019年8月30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农业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

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农业银行的规定为准。（特别说明除外）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自2019年8月30日起，投资者可通过农业银行开办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在办理“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农业银行的有关规定。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基金详情：

代销机构名称 代销机构信息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

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法人代表：周慕冰

电话：

(010)85108227

传真：

(010)85109219

客服电话：

95599

网址：

http://www.abchina.com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网址：www.jsfund.cn� 。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关于嘉实6个月理财债券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

6

个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

6

个月理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87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晓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金灿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晓西

离任原因 业务调整

离任日期

2019-08-30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变更手续

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关于嘉实活钱包货币

基金经理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8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活钱包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活钱包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058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晓西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李曈、李金灿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晓西

离任原因 业务调整

离任日期

2019-08-30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变更手续

是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458� � � �证券简称：益生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5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3月0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22），公司董事、副总裁巩新

民先生计划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72,3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80%；公司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林杰先生计划减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6,06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008%。2019年

04月09日，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巩新民先生减持计划股份数变为462,999股；林杰先

生减持计划股份数变为44,307股。

2019年08月29日，公司收到林杰先生、巩新民先生分别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林杰先生于

2019年08月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5,000股，减持股份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0.004%； 巩新民先生于2019年08月28日、29日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

公司股份440,856股，减持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6%。上述人员已减持股份数量较其预披露减持计划数

量已过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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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有

关减持股份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情况

1、本次股份减持进展的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1

林杰 集中竞价

2019.08.27 25.850 25,000 0.004

2

巩新民 集中竞价

2019.08.28 25.926 150,000 0.026

3 2019.08.29 25.791 290,856 0.050

合计

-- -- 465,856 0.081

注：上述所列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当时股份总数的

比例

(%)

股数

(

股

)

占股份总数的比

例

(%)

巩新民

合计持有股份

1,851,995 0.323 1,411,139 0.24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2,999 0.081 22,143 0.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88,996 0.242 1,388,996 0.241

林杰

合计持有股份

177,228 0.031 152,228 0.02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4,307 0.008 19,307 0.00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2,921 0.023 132,921 0.023

注：1、上述所列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2、2019年04月09日，公司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份总数增加至573,543,791股，

巩新民先生持有股份数由1,089,409股变为1,851,995股；林杰先生持有股份数由104,252股变为177,228股。

3、公司于2018年05月29日发布《关于2017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截止公告披露日，因部分激励对象进行自主行权，公司的股份总数增加

至575,960,422股。

二、其他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

会公告【20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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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巩新民先生、林杰先生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

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3、截至本公告日，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出具的《股份减持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益生种畜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8月30日

(上接B157版）

新投能源为新投华瀛持股49%股东新投能源控股（北京）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此新投华瀛与新投

能源及其所属企业之间发生的贸易业务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二、关于国投南阳发电有限公司增资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为推进公司所属企业国投南阳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阳电厂” ）电力项目建设，董事会同意公

司所属全资公司河南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华晨电力” ）与中誉国信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誉国信” ）、内乡县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内乡投资” ）签订《增资协议书》，将南

阳电厂注册资本由目前的23.50亿元增加至26.50亿元，本次增资3亿元以现金方式进行，其中：河南华晨电

力和内乡投资放弃本次增资、中誉国信本次增资金额为3亿元（其中代替河南华晨电力增资1.53亿元）。本

次增资后，南阳电厂股权结构调整为：河南华晨电力出资10.20亿元，持股38.49%；中誉国信出资14.515亿元，

持股54.77%（其中代替河南华晨电力持股5.77%）；内乡投资出资1.785亿元，持股6.74%。

同时，董事会同意河南华晨电力与中誉国信签署《股权回购协议书》，在上述南阳电厂增资3亿元中：

由中誉国信代替河南华晨电力向南阳电厂增资1.53亿元，同时代持该增资对应股权，中誉国信为河南华晨

电力保留上述增资对应股权的回购权， 回购期限为1年， 自中誉国信全部完成该1.53亿元实际缴款次日起

算；回购价格为1.53亿元本金加上本金实际占用期间按中誉国信融资成本计算的利息；若河南华晨电力不

能按期回购，则中誉国信可以将不超过本次增资3亿元对应的股权转让给符合成为南阳电厂股东资格的其

他主体，河南华晨电力同意相关转让且放弃优先受让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增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三、2019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四、2019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9－086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所属企业新投华瀛石油化工（深圳）

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贸易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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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所属企业新投华瀛石油化工（深圳）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投华瀛”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衍物流有限公司所属企业）与新疆新投能源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投能源” ）及其所属企业开展石化等商品贸易业务，2019年全年累计交易

金额不超过6亿元。

●本次新投华瀛与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开展贸易业务是鉴于本公司所属惠州大亚湾燃料油调和配

送中心与配套码头项目后续将投入生产试运营，为借助合作方资源优势，迅速打开市场，培育和积累客户

群体，拓展业务而进行。

●新投能源为新投华瀛持股49%股东新投能源控股（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投北京” ）的控股

股东，为此新投华瀛与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发生的贸易业务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12个月内， 新投华瀛与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已发生贸易业务交易金额

为10,847.52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公司所属惠州大亚湾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与配套码头项目后续将投入生产试运营， 为借助合作

方资源优势，迅速打开市场，培育和积累客户群体，公司所属企业新投华瀛与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在石

化等商品方面开展贸易业务，预计2019年全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6亿元。

新投能源为新投华瀛持股49%股东新投北京的控股股东，为此新投华瀛与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发生

的贸易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得到了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2019年8月28日，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

八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投华瀛石油化工（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贸易业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其中：3名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1、公司名称：新疆新投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公司住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北站二路东一巷226号1区1栋238号

3、法定代表人：丛培振

4、注册资本：20,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14年6月27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397997581W

7、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汽油；柴油｛闭环闪电≤60℃｝；煤油；丙烯；硫磺；锂；煤焦酚；煤焦沥青；煤焦油；煤气；二

甲苯异构体混合物；苯乙烯；甲醇；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丙酮；乙酸乙酯；苯；石脑油；乙醇；

硫酸；正己烷；正戊烷；丙烷；丙烯；乙二酸；液氧；甲乙酮、乙烯、丁烷、丁烯、乙炔、环氧乙烷、异辛烷、二甲

醚、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富含甲烷的）、氧、氮、氩、粗苯、甲基苯、石油醚、甲基叔丁基醚、乙酸乙烯酯、丙二

醇乙醚、多聚甲醛、苯酚、乙酸、丙烯酸、氢氧化钠；苯乙烯、1,3,5-三甲基苯。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保健

品除外）；销售：钢材、水泥、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通讯器材、化工产品、家用电器、体育用品、针纺

织品、汽车配件、金属材料、石油制品、原油（除成品油）、矿产品、五金交电、日用品、橡胶制品、焦炭、有色

金属、燃料油、煤炭、木材、木制品、纸浆、黄金制品、粮食、食品；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仓储服务；招投

标代理；设备租赁；项目投资；技术开发；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工程投标代理、工程承揽；货物与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

新投能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有一类企业一一新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旗下的二级子公司，以商贸物流为主体，金融服务和实业投资为两翼。在境内外西北、华北、华东、西

南、香港、新加坡、韩国拥有股权投资项目13家，其中全资子公司10家、参控股公司3家。在商贸物流领域主

营业务涉及化工产品、有色金属、煤炭、钢材、矿产等；在金融投资领域已布局基金管理、资产管理、融资担

保、融资租赁等金融板块，是全国首批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企业；在实体投资领域公司依托“疆煤外运”

战略，在西南地区已逐步构建集仓储、物流运输、港口服务为一体的综合物流体系。新投能源以“上控资源、

中建物流、下联网络”的发展思路，致力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供应链集成服务商。截至2018年12月末，

新投能源总资产618,687.37万元，净资产53,495.43万元；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862,331.80万元，净利润7,

032.81万元（以上财务数据经审计）。

新投能源持有新投北京100%股权，新投北京持有本公司所属企业新投华瀛49%股权，为此新投华瀛与

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发生的贸易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新投能源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无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拓展业务需要，公司所属企业新投华瀛与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在石化等商品领域开展贸易业务，

预计2019年全年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6亿元。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遵循市场价格原则，随行就市，按市价执行。根据关联交易事项的具体情况

确定定价方法，并在具体的关联交易合同中予以明确，有关交易行为将在市场经济原则下公开、公平、合理

地进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所属惠州大亚湾燃料油调和配送中心与配套码头项目在投入生产试运营

后，充分借助合作方的资源优势和客户网络，迅速打开市场，培育和积累客户群体，拓展公司相关业务，提

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实现合作共赢。

关联方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在与本公司经营交往中，能严格遵守合同约定，有较强的履约能力。本

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所属企业的独

立性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1、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程序

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投华瀛石

油化工（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贸易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3名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投华瀛石油化工（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开展贸易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和独立意见

2019年8月17日，公司独立董事戴武堂先生、王春华先生、邢红梅女士为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

函，对将本次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表示事前认可。

2019年8月28日，公司独立董事戴武堂先生、王春华先生、邢红梅女士为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

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所属企业拓展业务，增强市场竞争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并在市场经济原则下公开、公平、合理地进行，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2019年8月28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投华瀛石油化工（深

圳）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贸易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所属企业拓展

业务需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与关联方12个月内历史非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的过去12个月内， 新投华瀛与新投能源及其所属企业已发生贸易业务累计交易金

额为10,847.52万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事前认可本次交易的函以及对本次交易发表的意见；

3、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