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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７６

证券简称：华铁股份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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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铁股份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
如有）

春晖股份
证券事务代表

王颖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３６号环球贸易 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３６号环球贸易
中心Ａ座２１０８室
中心Ａ座２１０８室
０１０－５６９３５７９１

０１０－５６９３５７９１
ｘｕｅｊｉｎｇ．ｘｕｅ＠ｈｕａｔｉｅ－ｒａｉｌｗａｙ．ｃｏｍ

天首发展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７４７，５５３，４５５．１９

６７１，０９２，００５．５９

（
３）高铁及轨道交通撒砂生产线
华铁西屋法维莱已组建完成撒砂组装区。

１４３，１５３，５５８．２７

１４０，３８１，０４１．５７

１．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元）
损益的净利润（

１４０，７１３，０５３．５７

１３９，８７３，６４１．５７

０．６０％

－３３２，４３０，３７４．５１

－２７７，５５５，６４８．０５

－１９．７７％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９０５

０．０８８０

２．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９０５

０．０８８０

２．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３２％

３．３７％

－０．０５％

本报告期末
５，０３２，２３６，５７７．９７

５，０８３，５８１，２１０．４３

－１．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４，３７０，９７１，４２３．４９

４，２４４，６４１，３４６．８０

２．９８％

３、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 复
如
３１，７７８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有）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１４３９９５
ＳＤ０００６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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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１４，２５８，６６８．０１

１４，０８８，８００．３９

１．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７，７７４，００２．７８

－２９，６７８，３１３．６５

６．４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２７，６０８，８９８．２８

－２９，３８０，７０６．８１

６．０３％

－７，８０７，０１０．７３

９１，０４２，７３３．７５

－１０８．５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８２２

－０．０９２２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８２２

－０．０９２２

１０．８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７．４２％

－５．９０％

－１．５２％

总资产（
元）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１８．８８％ ３０１，２０４，８１８

质押

２９０，３０２，１４５

１６．２３％ ２５９，０３６，１４８

质押

２５９，０００，０００

义乌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合伙）
企业（

５．１７％

８９，３６１，２６８
８２，５０７，２４８

苏州上达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企业（
有限合伙）

５．１６％

８２，４０７，８４８

质押

８２，３８５，５４８

广州市鸿锋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１％

７５，１８０，１８０

质押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张宇

境内自然人

３．４３％

５４，７４０，９６６

拉萨亚祥兴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６％

４７，２２７，４１９

质押

２９，９９９，８００

质押

１８，０００，０００

江门市弘晟投资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
有限合伙）

１．１４％

１８，２４９，２００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方圆－东方１７号 其他
私募投资基金

０．６６％

１０，６０２，１００

３８０，４３９，４６１．５５

－３．６２％

２１，２８７

股东名称

数量

广州市鸿众投资合 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
有限合伙）

５．６０％

－０．０５％

３６６，６８３，２０８．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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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泰通投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金鹰基金－平安银行－金鹰穗
其他
通５号资产管理计划

上年度末
１，６８７，８８３，７６１．３６

单位：股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３、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０

１０．８５％

１，６８６，９８１，２８５．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
４）高铁及轨道交通制动盘生产线
华铁西屋法维莱初步完成了制动盘生产线的组建，待全部完成后，预计能达到年产２００００组。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
元）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证券事务代表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１６号中国人寿大厦１２０１Ａ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元）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董事会秘书
姜琴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０００６１１

姓名

１１．３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被委托人姓名

股票代码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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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ｈｔｄｄｍ＠ｈｕａｔｉｅ－ｒａｉｌｗａｙ．ｃｏ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股票简称
薛雪静

电话

内容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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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高铁及轨道交通空调生产线
华铁西屋法维莱已组建３条高铁及轨道交通空调生产线，初步形成了量产的条件。

姓名

营业收入（
元）

职务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电子信箱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定２０１９－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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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００９７６

董事会秘书

证券简称：*ＳＴ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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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委托人姓名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ＤＩＮ ６７０１粘接证书
ＥＮ １５０８５焊接证书
２．组建完成新开发产品生产线，初步具备了承接批量订单的能力
（
１）高铁及轨道交通外门生产线
华铁西屋法维莱已组建高铁及轨道交通外门生产线， 目前已可承接四方庞巴迪的外门五级
修业务。 同时该外门生产线具备外门新造的功能。

证券代码：０００６１１

姓名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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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１、鸿锋实业与鸿众投资为一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 ２、义乌上达与苏
州上达为一致行动人，存在关联关系。 ３、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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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我国加快推进高铁建设步伐，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１３．１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
达到２．９万公里。２０１９年，各项相关政策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上半年保持稳步发展，政府２０１９年预
期投入铁路建设８，０００亿元，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已累计达成投资３，２２０．１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加２．９７
个百分点。 在铁路“
十三五”建设对轨道交通领域，尤其是对高铁市场的大力支持下，我国高铁营
业里程和客运量也在去年达到新高，并始终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根据《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预
计２０２５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将达到１７．５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将达到３．８万公里。 随着以“
八纵八横”
为骨架的国家快速铁路网基本建成，我国铁路正从阶段性建设高峰期，逐渐进入阶段性通车的高
峰期，有望带动高铁车辆、车上装备以及后期维护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铁路客货车的
高增长势必拉动轨道交通核心关键零部件的需求。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 在董事会的领导下， 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营目
标，认真贯彻落实年初各项工作部署，全心致力于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主业发展。
（
一）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概述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７．４８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１１．３９％。 实现营业利润１．６４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１．４３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１．９７％。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号，公司总
资产规模５０．３２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４３．７１亿元，较报告期期初增长２．９８％。
（
二）２０１９年半年度重点工作总结
报告期内，公司集中发展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主业，不断拓展多元化产品种类，搭建了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行业核心零部件产品供应整合平台，顺利推进国际化合作，提高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和抵御市场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成为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领军企业的
战略目标。
１． 加强新开发产品资质认证工作，保障新产品业务的顺利开展
截至本报告期末，华铁西屋法维莱已获取认证包括：
（
１）质量体系认证
产品范围：轨道车辆空调系统、门系统、撒砂装置
ＩＳＯ／ＴＳ ２２１６３：２０１７、ＩＳＯ９００１体系认证证书（
产品的制造和检修），保证满足各大主机厂对于各供应商准入必须取得体系证书的准入要求。

（
２）主机厂资质审核认证
华铁西屋法维莱已顺利通过四方股份的标动２５０ＫＭ撒砂装置合格供应商资质审核及四方庞
巴迪的空调外门大修合格供应商资质审核； 正式成为进入四方股份及四方庞巴迪合格供应商平
台，为后续公司产品进入两大主机厂多个平台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
３） 空调、外门首件鉴定（
ＦＡＩ）和维修资质初步审查
顺利通过四方股份标动２５０ＫＭ撒砂首件鉴定以及四方庞巴迪（
ＢＳＴ）ＣＲＨ１Ｂ／ＣＲＨ１Ｅ动车组空
调五级修的首件鉴定，并且顺利通过了四方庞巴迪（
ＢＳＴ）ＣＲＨ３８０Ｄ／ＣＲＨ１Ａ动车组空调四级修的
首件鉴定，完成空调维修资质初步审查以及四方庞巴迪（
ＢＳＴ）ＣＲＨ１Ｂ动车组塞拉门系统四级修
的首件鉴定，完成空调维修资质初步审查。
取得以上首件鉴定是华铁西屋法维莱在承修、承制主机厂具体产品方面取得合规合法证明，
也是后续竞标主机厂其他项目产品的重要依据。
（
４） 撒砂系统首件鉴定（
ＦＡＩ）和技术审查合格资质
华铁西屋法维莱的标动２５０ＫＭ动车组撒砂装置已通过四方股份和供应商资质审核和技术审
查，并通过四方股份和中车浦镇的联合ＦＡＩ首件实物鉴定，标志着公司正式具备标动车组平台撒
砂装置的装车资质和生产能力。
（
５） 焊接、粘接认证
顺利通过第三方审核机构 ＢＶ 关于ＥＮ１５０８５ （
焊接体系） 认证以及第三方审核机构德国
弗劳恩霍夫研究院）＆上海逸发ＤＩＮ６７０１（
粘接体系）审核认证，认证等级均为最
Ｆｒａｕｎｈｏｆｅｒ ＩＦＡＭ（
高级别，分别是ＣＬ１级和Ａ１级。
目前，华铁西屋法维莱已满足主机厂对于特殊过程（
焊接、粘接）强制认证审核要求，为后续
公司产品进入各大主机厂多个平台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３． 全力推进新开发产品市场拓展，完善公司市场服务体系
在大型养路机械业务方面，公司已同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１８个铁路局、１９个地铁
城市持续稳定的展开钢轨养护备品备件供应业务。 同时公司积极拓展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各路局售后委外维保项目，目前已签署合同的路局有：上海局、武汉局、南宁局、济南局、昆
明局、呼和浩特局、兰州局等；在拓展各地铁及城轨维保市场方面，目前已签署合同的地铁有北京
地铁、无锡地铁、青岛地铁等。
在华铁西屋法维莱新开发产品方面， 目前已开展了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
（
ＢＳＴ）ＣＲＨ１、ＣＲＨ３８０Ｄ平台动车组车门、空调产品四级修、五级修的检修业务。
车门检修产品主要包括ＢＳＴ公司的ＣＲＨ１Ａ、ＣＲＨ１Ｂ车门五级修和ＣＲＨ１Ａ车门四级修，覆盖门
页、上踏板、下踏板、稳定器、驱动臂、ＥＤＣＵ、气动单元等共１４个车门子部件的检修工作。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北京）有限公司
合慧伟业商贸（

境内非国有法人

周仁瑀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６％

７，２８５，５６９

５，２８８，４９７

陈凤珠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１％

５，７６４，０９５

－２，２７５，９０５

张祥林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７％

４，９６６，２００

４，９６６，２００

吴建伟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３％

４，４８５，１００

８７２，１００

李晓斌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李 波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胡国栋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９％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呼和浩特卷烟厂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８３％

２，８０８，０００

０

周林松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２％

２，７５５，０００

７５５，０００

１１．８４％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质押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冻结

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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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前１０名普通股股东中周仁瑀、张祥林、周林松为兼有普通账
户和融资融券账户股东，但本公司未知该股东的具体融资情况。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晨鑫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７６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司法拍卖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分
别披露了 《
关于公司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６、２０１９－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钜成”）通过司法拍卖竞得刘德群
０６９），上海钜成企业管理（
持有的公司股票１２３，８７１，２００股并完成了缴纳竞拍余款、法院裁定等程序。 截至目前，相关股
份已完成变更过户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司法拍卖股权过户进展情况
１、股权过户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钜成通知， 获悉上海钜成已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股东刘德群持有的公司股票１２３，８７１，２００股，占公司总
出具的《
股本的８．６８％，已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过户到上海钜成。
２、股东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刘德群

空调检修产品主要包括ＢＳＴ公司的ＣＲＨ１Ｂ、ＣＲＨ１Ｅ空调五级修和ＣＲＨ１Ａ、ＣＲＨ３８０Ｄ空调四级
修，覆盖司机室、客室、废排、控制柜共１３个产品的检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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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内，公司的工作重心从纺织品生产经营继续向钼矿建设纵深过渡。
１、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各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生产经营，积极推进
其他生产经营方式来改善公司的经营现状，筹措资金深化公司的战略调整和主营业务转型，
其中包括适时开展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方案、 继续出售公司持有的参股公司四海氨纶
的股权及出租纺织生产机器设备等。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１４２５．８７万元，比去年
同期的１４０８．８８万元上涨１．２１％；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２７７７．４０万元，与去年－２９６７．８３
相比减亏６．４２％。
２、公司主营业务转型的具体情况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３日，公司２０１７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下属企业吉林天首以
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天成矿业持有的天池钼业７５％股权和天池矿业对天池钼业享有的３．４２
亿元债权的重大资产购买事项，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 天成矿业已将持有的天池钼业７５％的股权
过户至天首发展下属公司吉林天首名下，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２０１９年公司积极筹措资
金努力推进天池钼业季德钼矿的基础建设，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日与中冶天工签署了《
施工、采购
总承包合同》，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９日与兖州中材签署了《
采矿工程总承包合同》，选矿、采矿、尾矿
等主体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过程中。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４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终止与专业机
构日信投资合作投资的事项，同时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方案。 目前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资金方案已经公司２０１８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资金事项正在推进过程中。
经公司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２０１８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出售公司持有的四海氨纶２２．２６％股权的议案，本次出售四海氨纶的股权，以中天
衡平评估机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以２０１８年３月３１日为基准日，以四海氨
纶净资产账面价值３４，４３２．８４万元增值４６．１５％的交易价格，出售四海氨纶２２．２６％的股权，经交
易双方协商确定成立金额１１，２０２．００万元。 由于和相关方协商办理解除四海氨纶股权司法冻
结事项的进展不及预期，截止目前该资产出售事项尚在实施过程中。
公司管理层近年来一直在为实现主营业务转型，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目标努力，虽
然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公司管理层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在
攻克一个个难关，我们期待公司主营业务转型早日成功，期待公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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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３６０，７８１，７５０

上海钜成企业管理（
集团）
０
有限公司

占总股本比例（
％）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２５．２８％

２３６，９１０，５５０

１６．６０％

０．００％

１２３，８７１，２００

８．６８％

３、本次权益变动其他情况说明
（
１）权益变动方式
根据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０日薛成标、上海钜成与刘德群、刘晓庆签订的《
股份转让协议》，上海钜
成采取承债式收购方式收购刘德群持有的公司１３．４６％的股份及刘晓庆持有的公司６．９８％的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上述股份目前
股份。 但是受限于《
无法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完成过户。
为尽快完成相关股份过户手续，保证上海钜成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证券代码：２００５１２

证券简称：闽灿坤Ｂ

公司（
以下简称“
兴业证券”）通过司法拍卖形式，拍卖刘德群质押于兴业证券的股票１２３，
８７１，２００股，上海钜成最终竞得上述股票并办理了股票过户手续，上述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８．６８％。
（
２）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上海钜成通过参与司法拍卖形式，最终以每股３．３４元，合计人民币４１３，
７２９，８０８元的价格竞得刘德群持有的公司股份１２３，８７１，２００股， 上述资金全部来源于上海钜
成的合法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
（
３）权益变动涉及公司股份的质押、冻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涉及公司股份１２３，８７１，２００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８．６８％， 原质押于兴业证
券，并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份质押、冻结情况均已解
除，并已过户至上海钜成。
二、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德群持有公司股份２３６，９１０，５５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６．６０％，仍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其累计被拍卖股份数量为２２１，２０７，８５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５．５０％。 上海
钜成持有公司股份１２３，８７１，２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８．６８％。 本次拍卖的股份变动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上海钜成，实际控制人仍为薛成标。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２、《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６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华铁西屋法维莱新造产品主要涵盖高铁、城际列车的空调系统、车门系统、制动系统、车钩和
缓冲器系统及撒砂系统。 目前已推出撒砂装置系统解决方案，撒砂产品涵盖了撒砂阀、砂箱、砂箱
盖、砂位显示装置、撒砂喷口、撒砂控制箱等产品。 核心产品Ｐ１５撒砂阀采用机械锁闭结构，可有效
防止砂子板结，结构先进、可靠，具有撒砂精度高、维修简单方便等优点。
目前华铁西屋法维莱标动２５０撒砂装置已在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的标动２５０样车上完
成试装，并顺利通过静调试验。 目前样车已经到达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环形试验线，等待进行环
线型式试验，然后进行３０万公里运用考核。 考核通过后，公司撒砂产品将正式进入中国标准动车
组市场，具备批量装车资质。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标动２５０样车安装的公司撒砂产品
公司新开发产品存在资质审核不通过及后续装车实验不通过的风险， 公司管理层将积极继
续推进相关事项的审核及市场开发工作，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４．完善公司内控管理系统，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等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健全公司的内控制度体系，修订完善了《
规章制度，为开展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保证董事会独立运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公司定期开展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合规培训，不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使得
华铁股份的规章管理制度根据监管政策的调整而不断更新、完善，更好地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根本
利益。
５．严格执行信息披露的规范，维护与投资者的有效信息沟通
公司董事会持续加强规范信息披露工作，坚持完整规范的信息披露流程，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公平、及时性和完整性，全面升级改版了公司网站，维护好与投资者的信息沟通渠道，
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并获得投资者的广泛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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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
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人作为广东华铁通达高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２０１９
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
证监发［
２００３］５６号）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
度，对公司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报告期内，公司没
有为控股股东及持股５％以上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 公司与关联方的
资金往来均属正常往来，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
并累计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的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情况。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和《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的要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
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１、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关于 ２０１９年
２、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年度对外担保金额 １２９，４７０ 万元，担保额度的有效期
限为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 ２０１９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均在已
经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９年度对外担保计划》额度内，无其他任何形式的累计和当期的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
制范围内，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对外担保相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特此公告。
独立董事：
（
王泰文）
（
袁坚刚）
（
祝丽玮）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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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概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６日召开的２０１９年第二次董事会和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７日召开的２０１８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控股子公
司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
漳州灿坤”）可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５亿元自有资金进行
委托理财，上述额度可滚动使用。 具体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９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香港
《
大公报》和《
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漳州灿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坤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及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８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香港《
大公报》和
《
巨潮资讯网》的《
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 漳州灿坤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通过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购买一款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现就具体事项公
告如下：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１、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产品
２、投资期限：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至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９日终止，３６５天期。
３、投资收益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４％ 。
４、利息支付方式：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５、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６、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ＲＭＢ ５，０００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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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提前赎回：该产品不得提前赎回
８、关联人说明：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风险分析：
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可能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银行
理财产品常见风险。
本次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银行提供１００％本金保障。
基于此公司认为此次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四、对公司的影响
漳州灿坤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可以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股东利益。
五、备查文件
１、漳州灿坤实业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
２、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董事会决议
３、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８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厦门国际银行结构性存款
４、漳州灿坤与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的《
协议书》。
特此公告。
厦门灿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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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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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今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誉衡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誉衡集团”）因涉及债务违约事宜，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拟在淘
法院账户名：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址：ｈｔｔｐ：／／ｓｆ．ｔａｏｂａｏ．
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
ｃｏｍ／ｌａｗ／０２７／０３） 对誉衡集团持有的８，６００万股公司股票进行公开拍卖。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 本次拍卖主要内容
１、拍卖标的及价格信息
誉衡集团持有的公司８，６００万股股票。
起拍价：拍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保证金：２，５００万元，增价
幅度：１２０万元及其倍数。
拍卖标的前期已质押给武汉信用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拍卖标的
处于质押及司法冻结状态。
２、拍卖时间
延时除外）。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９日１０时至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１０时止（
３、竞买人条件
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 如参与竞买人未开设
淘宝账户，可委托代理人（
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进行，但须在竞买开始前向武汉
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办理委托手续；竞买成功后，竞买人（
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负责人）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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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委托代理人一同到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办理交接手续。 如委托手续不全，竞买活动认定
为委托代理人的个人行为。 因不符合条件参加竞买的，由竞买人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
二、其他说明
１、公司与誉衡集团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因此，誉衡集团所
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经营正常。
２、如本次司法拍卖能够成功实施，誉衡集团涉及的债务规模将有所下降。
３、 截至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誉衡集团持有公司股份９２９，７８９，３２５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２．３０％。 本次司法拍卖的股份合计８，６００万股，占誉衡集团目前所持公司股票９．２５％，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３．９１％。 本次司法拍卖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４、本次拍卖事项尚在公示阶段，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法院裁
定、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如上述程序完成，公司股东情况将发生变化。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５、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司法拍卖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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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６０ｋｗ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通过国家强检的公告
（
氢能源产业拓展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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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昌能源”）自主开发６０ｋｗ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通
过国家强检，取得了检验报告。 鉴于投资者对本公司氢能源产业拓展比较关注，现结合进展
情况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上海），出具的检验报告，本公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收到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司自主开发６０ｋｗ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通过国家强检。 具体检验报告为：燃料电池发动机性能
（
报告编号：ＱＭ１９ＥＢ１ＱＤ０２６１）， 道路车辆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模块高低温储存 （
报告编
号：ＱＭ１９ＥＵ１ＱＤ０２７１），燃料电池发动机额定输出功率（
报告编号：ＱＭ１９ＥＲ１ＱＤ０２６１）。
二、其他事项
１、相关进展情况。 目前，本公司氢能源产业拓展方向包括：制氢、供氢，氢燃料电池发电
模块，燃料电池电堆及辅助系统测试设备。 制氢、供氢为现有产业，氢气充装站项目正在建设
中，项目建设及投产进度将根据行业及市场需求进行调整，预计处于合理受控状态。 目前，氢
燃料电池发电模块及相关技术、燃料电池电堆及辅助系统测试设备及相关技术，正在进行小
批量验证及示范应用生产线建设前期准备工作；相关工作按计划展开，与前期已披露的相关

公告预期一致。 详细情况，敬请参阅２０１８年年度报告、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２０１８年
关于投资建设氢气充装站项目的公告》（
４月１９日， 巨潮资讯网 《
２０１８－００７号）；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
日，巨潮资讯网《
关于与电子科技大学签订共建氢能源联合研究院合作协议的公告》（
２０１８－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苏州市华昌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
０１７号）；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９日，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３日，巨潮资讯网《
关于控股子公司建设氢燃料电池及检测设
告》（
２０１８－０３２号）
备中试生产线收到环评批复的公告》（
关于签订
２０１９－０１９号）；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５日，巨潮资讯网《
氢燃料电池示范运用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２０１９－０２９号）。
２、工作重点。 后续本公司将按已披露的公告设定的计划，平稳有序的推进相关工作；尽
管本次６０ｋｗ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通过了国家强检，但本公司仍坚持不断优化相关技术等。 本
公司预期目标为：通过相关工作的开展，在预期氢能源产业爆发增长的未来，在本公司关注
的重点领域，力争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优化相关技术等的重点工作包括：膜电极制备，相关氢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集成技术，氢燃料电池发电模块产品、燃料电池电堆及辅助系统测试设备
产品系列化，与零部件供应商协作提高性能、降低成本等。
３、风险提示。 对定期报告、临时公告列示的相关可能的风险事项，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