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31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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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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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天楹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００００３５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程健

陈云

办公地址

江苏省海安市黄海大道（
西）２６８ 号

江苏省海安市黄海大道（
西）２６８ 号

电话

０５１３－８０６８８８１０

０５１３－８０６８８８１０

电子信箱

ｃｊ＠ｃｔｙｉ．ｃｏｍ．ｃｎ

ｃｙ＠ｃｙｔｉ．ｃｏｍ．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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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４３，７３３，３６４．８６

８６３，２４６，３３０．２３

８３１．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２１１，７０３，０８３．６６

８７，２５５，９０９．５４

１４２．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２０５，７９５，４８４．５５

８７，１７９，３９０．４８

１３６．０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７８１，６２１，０６７．６２

８５，４１６，３３１．９７

８１５．０７％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９３８

０．０６４６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９３８

０．０６４６

４５．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５％

２．９４％

－０．４９％

总资产（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４５．２０％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４１，５７４，７８４，５６２．０１

８，８０８，９１１，１８６．２５

３７１．９６％

９，７５０，９１７，３３４．４６

３，２３９，２４９，５９５．２６

２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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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３，６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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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８．６６％ ２１１，２４７，６２３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昊宇龙翔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４．１０％

９９，９５８，９７３

９９，９５８，９７３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其他
司－分红－个险分红

３．９６％

９６，４６０，１０２

９６，４６０，１０２

严圣军

３．８５％

９３，９０１，２２８

７０，４２５，９２１ 质押

上海中平国瑀并购股权投资基
境内非国有法人
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３．７６％

９１，６３７，０９７

９１，６３７，０９７

国同光楹（
杭州）投资管理有限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公司

３．４２％

８３，２９９，４３６

８３，２９９，４３６

北京奋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合晟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其他
合伙）

３．４２％

８３，２９９，４３６

８３，２９９，４３６

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９％

７５，３４５，５３４

２．１５％

５２，４９７，０９５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信银海丝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珠海市信生永汇投资合伙 其他
有限合伙）
企业（

３８３，１１９，
９３５

０ 质押

１６．５３％ ４０３，０７０，２４３

中节能华禹基金管 理有限 公
镇江）绿色产 其他
司－中节能华禹（
业并购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境内自然人

２１１，２４７，６２３

０ 质押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３４０，０００

５２，４９７，０９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除严圣军、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
司为一致行动人，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平国瑀并
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如有）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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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２４２１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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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深圳上市公司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改革创新发展 沟通互信
共赢”一一深圳辖区上市公司２０１９年度投资者网 上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 络远程的
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全景·路演天下”网站（
ｈｔｔｐ：／／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
财经，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３日１４：００至１８：００。
届时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林雨斌先生和财务总监黄天朗先生将通过网络文字交流
形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２０１９年生活垃圾分类外包服务项目、成都市龙泉驿区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所２０１９年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运营服务采购项目、 启东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垃圾分类宣传服务项目合
同， 公司全资子公司Ｕｒｂａｓｅｒ更是在法国分别中标法国巴黎 Ｉｓｓéａｎｅ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营项目
和法国ＴＲＩＦＹＬ垃圾处理项目，为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更上一层楼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运营项目规模领先，现金流持续稳定增长。 公司实现对Ｕｒｂａｓｅｒ并购后，在中国、西班牙、法
国、英国等国家运营项目达２０００多个，其中垃圾处理项目４００多个，年垃圾处理能力达３０００万
吨，在全球范围内服务人口１亿多人。 报告期内，ＥＢＩＴＤＡ达到１６．５亿元人民币，运营项目为公司
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稳定的现金流，为公司其他项目的拓展、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有效的改
变了公司的收入与投资结构。
环保设备订单充足。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天楹环保能源成套设备有限公
司生产的环保设备除满足公司内部项目使用需求外，外销市场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天楹品
牌的环保设备已销往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期内，天楹成套设备公司取得多笔垃圾焚
烧炉及其配套设备销售订单， 其中与圣元环保旗下全资子公司南安市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
司、梁山县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安徽圣元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及汶上县圣泽环保电力有
限公司分别签署了《
南安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级改造工程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总承包合同
（
除土建部分）》、《
梁山县环保能源发电项目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总承包合同 （
除土建部分）》、
《
天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总承包合同（
除土建部分）》以及《
汶上县环
保科技发电项目烟气净化系统工程总承包合同（
除土建部分）》，合同金额共计６４７２．０９０７万元；
此外， 天楹成套设备公司还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签署了ＥＰＣ
总承包项目合同， 为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１ 号、２ 号锅炉提标改建暨 ４ 号锅炉建设
工程项目辅机（
第 １ 批）提供烟气净化系统，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研究开发再创佳绩。 技术研发是企业实现不断发展的“
生命线”，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获得
了江苏省高价值专利培育项目，实验室被认定为江苏省固废资源化关键技术及装备重点实验
室，孙钟华博士入选江苏省双创人才，韩丹博士入选江苏省双创博士。 同时，公司积极推进知
识产权管理工作，通过专利申请对核心技术进行有效保护，是江苏省知识产权管理贯标优秀
单位，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截至本报告期末，中国天楹及下属全资子公司已拥有授权中国
专利４５９个，发明专利２６个，实用新型专利４１９个，发明专利进入实审９２项。
总之，公司将紧抓国家大力发展环保行业的契机，继续坚守主业，在垃圾焚烧发电领域大
踏步前进、高品质运营，围绕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从末端处置向上游的分类、收
运、中转和综合环卫方向拓展，延伸固废产业链，打造成以生活垃圾处理为主线的世界领先的
城市环境服务综合运营商。 继续大力拓展新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及建筑垃圾、餐厨垃
圾、污泥处理等固废处理领域市场，主动出击，抢占国内外环保市场，同时坚持资本引领下的
产业急剧扩张，通过项目并购，使企业快速做大、做强、做优，实现规模效益级数式的增长，运
用资本的力量快速推升产业规模，稳固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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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
２０１７年，财政部颁布了修订的《
计准则第２３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一一套期保值》以及《
企业会计准则
第３７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
简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本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开始按照新修
订的上述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修订后的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对于首次执行日尚未终止确认
的金融工具，之前的确认和计量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应当追溯调整。 涉及前期比较
财务报表数据与修订后的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 本公司不存在因追溯调整产生的累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５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２０１９年
半年报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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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或“
达
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０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向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实智能”）出具了《
关于对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中小板半年报
问询函【
２０１９】第１号），关注了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部分事项，公司对上述问询函中的关注
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对相关事项做出的书面说明如下：
１．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９２，４３２．４７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１１．３９％；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７，６１０．７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１６．４３％；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２，０６０．０２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１０４．９８％。 请结合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订
单变化情况等因素，说明本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有所下滑的原因，并说明营业收入与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动方向与比例不同的原因。
【
回复】
（
以下
１）本期营业收入减少主要是因为２０１８年９月转让上海达实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
达实联欣”）３４％股权，本期达实联欣不纳入合并范围，上年同期数包含达实联欣营业收
入９，８３７．６２万元（
扣除内部交易收入）。
（
２）本期净利润略有下滑主要原因如下：
① 本期公司业务结构优化，毛利率提高到３４．４２％，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０１％，因收入减少，
本期毛利总额比上年同期减少９４４．９７万元。
② 本期营业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２７．８２％：
ａ、工资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３１．２９％，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公司根据对智慧医疗板块的战略
布局和地铁项目的开展情况，人员需求较上期增加，在职员工人数比上年同期员工人数增长；
原因二是本期公司年度调薪。
ｂ、摊销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２１．７９％，主要原因是公司无形资产摊销增加、达实大厦装修
费用摊销增加。
详见问题２的回复）
③ 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５００．８３％。 （
（
３）营业收入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变动方向与比例不同的主要原因如下：
２０１８年，因为宏观经济和融资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和经营活动现金流
状况。 公司２０１９年的财务目标是保持健康的现金流与资产负债表，通过优化业务结构、遴选优
质客户、加强重点客户与重点项目的收款力度，在组织、人员、绩效考核上发力，落实收款主体
与责任，本期收回的大额应收款项较多，改善了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本期收款前三名列示及
分析说明如下：

证券代码：３００２５３

证券简称：卫宁健康

金额

１

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

９，１７１．２０

２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７，６７２．６３

３

北京同天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４０．８４

合 计

２０，８８４．６７

① 安徽省宿州市立医院项目，公司在前期已投入成本，确认工程进度，受客户付款流程
影响，未能在上年完成收款，经公司不断跟进，在本期收到进度款９，１７１．２万元。
② 本期收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款项中，根据合同约定预收的工程款６３８．１８万元，收
前期已投入成本并确认工程进度的工程款４０１８．３３万元。
数字福建云计算中心机房建设项目）４０４０．８４万元，是
③ 本期收北京同天科技有限公司（
在前期已投入成本并确认工程进度，在本期收款。
以上可见，公司是根据项目进度确认收入，而现金流入受合同约定收款条款、客户付款审
核流程和效率、资金状况影响，因此，有些项目特别是大项目的收入确认与现金流入未能在同
一会计期间体现。
２． 半年报显示，报告期你公司发生财务费用２，９１５．９２万元，同比增长５００．８３％；短期借款
期末余额为５．０７亿元，同比减少４０％。 请结合借款利息的变化、你公司融资结构、有息负债率的
变化情况等，说明在短期借款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借款费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
回复】
公司上年同期期末、本期期初、期末借款结构及有息负债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８．０６．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短期借款

８１，４７６．１１

８４，４１２．７０

５０，６８２．７７

长期借款

５９，４６９．３３

８６，０９４．３０

９２，０８１．１６

１，７５０．００

１，９６０．００

１，９６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２，６９５．４４

１７２，４６７．０１

１４４，７２３．９３

总资产

６１２，５５４．７８

６７６，５００．０９

６５０，５６３．１８

２３．３０％

２５．４９％

２２．２５％

有息负债率

借款费用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包括：
（
１）达实大厦新楼在２０１９年３月完工，该项目对应的银行长期借款利息资本化期间结束，
完工后借款利息计入财务费用－利息支出７５７万元。
（
２）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短期借款加权平均借款金额７．７０亿元，与２０１８年上半年短期借款加权平
均借款金额４．３８亿元相比，平均占用借款资金增长７５．８０％。
因２０１８年银根继续收紧，客户包括政府类客户的付款滞后（
公立医院、轨道交通等），大项
目的进度及结算周期延长， 公司在内部财务杠杆较低而外部金融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情况
下，２０１８年下半年增加了银行借款，并结合项目建设周期匹配中长期银行借款，以防范避免流
动性风险。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根据经营活动现金流改善情况及资金需求，偿还了到期的短期借款
６．８１亿元，新增短期借款３．４６亿元，短期借款期末余额为５．０７亿元。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称你公司将
３． 你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３日披露《
持有的上海达实联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达实联欣”）３４％的股权转让给上海臻龙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臻龙投资”），转让价格为１２，２４０万元。 交易完成后，
你公司持有达实联欣１７％的股权。 由于持有你公司５％以上股份的离任董事贾虹女士为臻龙投
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
１）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日你公司决定以２０，１１４．４万元取得达实联欣５１％的股权， 达实联欣２０１５
至２０１７年经审计的净利润分别为６６４．１７万元、４，２２８．０９万元、２，１３１．２９万元。请结合你公司投资
达实联欣时的目的、出售达实联欣时其经营情况、达实联欣最近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及本
次出售达实联欣的目的，说明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并结合达实联欣的生产经营情况，量化分
析其相关生产经营对你公司的重要程度及出售其股权对你公司的具体影响。
（
２） 根据达实联欣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４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你公司最终实际支付达实联欣
５１％的股权购买款１９，７７８．０７７万元。 你公司处置达实联欣３４％的股权价格为１２，２４０万元。 请结
合达实联欣的生产经营情况及相关估值情况，说明该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公允、合理，是否存在
低价卖出重要子公司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
３）请结合该股权转让的权利义务及风险转移安排，说明你公司对该笔股权转让的具体
会计处理及依据，从该交易中确认的投资收益的具体金额，处置该子公司对你公司２０１８年净
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的具体影响。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
回复】
（
１） 公司对达实联欣的并购与出售，均是出于公司战略所做的投资决策：
达实联欣是上海首家绿色建筑配套服务公司，长期以来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绿色
建筑配套服务及节能解决方案，主营业务包括：绿色建筑供电（
强电）系统优化咨询、工程及节
能服务、建筑智能化集成及服务、建筑节能工程及节能服务，主要客户集中在上海及华东地
区。
让建筑更节
① 投资目的：２０１２年公司以现金收购达实联欣５１％的股权，目的主要围绕“
能”的战略，打造完整产业链，为客户提供包括建筑智能化、机电、强电整体集成服务及节能解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４

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情况。
（
２）财务报表列报方式变更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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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在本报告期内无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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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完成交易标的江苏德展投
资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事项，新增股份于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报告期内，
公司合并了江苏德展２０１９年２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的相关数据。
２、公司于报告期内新设两家全资子公司。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３５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４５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
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债权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
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ＴＹ２０１９－６１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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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
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
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７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７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
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告摘要》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表决结果：表决票７票，同意票７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议案。
表决结果：表决票７票，同意票７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３５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ＴＹ２０１９－６２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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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１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通知到全体监事，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３人，实
际参与表决监事３人。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
监事会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状
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告摘要》及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表决结果： 表决票３票，同意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公司编制了《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严格按照《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公司编制的《
关于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关于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管理与使
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情况相符，符合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理由合
理、适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３票，同意票３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决方案，做好区域布局，提高公司在华东及上海区域的市场占有率。
城市
② 出售目的：２０１８年以来，公司基于宏观经济及行业环境变化，将公司战略升级为“
级智能物联平台及服务提供商”，将资源向智慧医疗等弱周期的细分行业应用倾斜，弱化了在
建筑等强周期行业的投资，优化资源配置，公司决定出售达实联欣３４％的股权。
③ 财务及经营数据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的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
差额（
股权转让损失）为１，３４３．２４万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股权产生的损失为３１３．８７
万元，对２０１８年度的损益影响合计１，６５７．１１万元。
达实联欣三年又一期业绩情况表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５年度

项目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总资产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６年度

合并报表占比

达实联欣

营业收入（
扣除内部交易收入）

达实联欣

２０，５０７．０１

１１．９８％

６７４．７３
３，１３９５．１３

合并报表占比
２２，８１５．０３

９．２９％

４．４２％

２，１１９．１５

７．６９％

６．４８％

３０，１９４．４５

６．２５％

续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７年度

项目

达实联欣

营业收 入 （
扣除 内部 交易收
入）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总资产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８年度（
１－８月）

合并报表占比

达实联欣

合并报表占比

２４，００６．７８

９．３３％

９，８６９．３８

３．９０％

１，０２８．７５

３．３０％

１２８．５２

０．５９％

３１，５６３．９９

５．７８％

２５，４５３．１５

３．７６％

受宏观经济发展及政策影响，达实联欣近年的业绩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经营情况未达
预期，截至公司处置达实联欣股权时，达实联欣２０１８年１－８月营业收入９，８６９．３８万元（
扣除内部
交易收入），占公司２０１８年合并收入３．９０％，达实联欣２０１８年１－８月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５１％
持股部分）１２８．５２万元（
扣除内部交易利润），占公司２０１８年合并净利润０．５９％，达实联欣的生产
经营对公司产生的影响程度较低。
综上所述，该关联交易是必要的。
（
２）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低价卖出重要子公司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形。
２０１２年并购时的定价遵循市场原则。 达实联欣２０１１年经审计的净利润为４，２７７．２９万元，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三年承诺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为２０％，合计１８，６８０万元。 对达实联欣的公司整
体估值为３９，４４０万元，相当于２０１１年净利润９．２２倍市盈率，相当于２０１２年业绩承诺净利润７．６９
倍市盈率， 根据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公司最终实际支付达实联欣５１％的股权购买款１９，
７７８．０７７万元，对达实联欣的公司整体估值调整为３８，７８０．５４万元。
并购完成至股权转让前，公司累计收到达实联欣现金分红款８，５４９．９８万元，本次股权转让
价格结合了达实联欣的经审计后的财务数据和经营情况，经交易各方商议，对达实联欣整体
估值为３６，０００万元，相当于２０１７年净利润１６．８９倍市盈率，２０１８年净利润１５．０８倍市盈率。 向臻
龙投资出售３４％股权的价款１２，２４０万元加上现金分红累计可收回投资２０，７８９．９８万元。 综上所
述，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公允、合理。
（
３）本次股权转让的会计处理
根据达实智能与臻龙投资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达实智能）持有的目标公司（
达实联欣）３４％的投权。
① 转让标的：甲方（
② 股权转让后的目标公司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１

达实智能

１７

２

臻龙投资

８３

合计

１００

③ 股权转让款：甲方转让目标公司３４％股权，转让价格为１２，２４０万元人民币。 乙方按三
期支付上述转让款，协议签订后６０ 个工作日，支付首期款 ４，０００ 万，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前支付
４，２４０万元，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前支付４，０００万元。
④ 公司治理安排：
Ａ：目标公司董事会由５人组成，其中甲方委派董事１人，乙方委派４人。
Ｂ：监事会由３人组成，甲方和乙方分别委派１人，其余１人由员工代表担任。
Ｃ：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由乙方委派董事担任。
达实联欣）董事会聘任。
Ｄ：财务总监为目标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由甲方提名，公司（
综合上述情况：臻龙投资凭借其在董事会席位中所占绝对多数以及对董事长、法定代表
人、总经理等关键管理人的任免可以实现对达实联欣的绝对控制。 达实智能尽管在达实联欣
董事会中占有１人，但已无法对达实联欣日常经营实施重大影响。 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号－
长期股权投资》（
财会〔
２０１４〕１４号），投资方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
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
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权益法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
行调整；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
企
业会计准则第２２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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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２０１６年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部分限制性股票暨减资的债权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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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２０１６年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
草案）》相关规定，原激励对象１５人（
其中１人同时为首次、预
２０１６年股权激励计划（
留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同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共计９３，３６０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 《
关于回购注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５０）。 本次回购注销若
２０１６年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实施完成，公司总股本将由１，６２４，５５０，７９８股减至１，６２４，４５７，４３８股。 因上述回购注销事项尚
未完成，公司总股本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ＴＹ２０１９－６３

否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垃圾分类制度，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垃圾分类更是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话
题，强制垃圾分类在４６个试点城市推进开来，环保行业发展正步入黄金时代，公司也迎来了历
史发展机遇。 公司紧紧围绕战略发展目标，以成为世界领先的城市环境服务综合运营商为己
任，实现环保产业发展国际化，以高端装备制造支撑环保产业节点发展并加快技术及装备输
出，打造世界一流的全产业链的固废处理综合平台。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江苏德展１００％股权， 间接收购了城市环境及垃圾处理领域的
世界翘楚Ｕｒｂａｓｅｒ公司１００％的股权。 公司通过双品牌策略的驱动以及相互之间的协同效应，为
公司在全球的业务拓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撑。 公司借助Ｕｒｂａｓｅｒ在全球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和
先发优势打开国际市场大门，带动国内产业和市场升级，同时中国天楹的装备制造也支撑了
Ｕｒｂａｓｅｒ在欧洲市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拓展。 境内境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工艺和高效的项目管
理经验， 也为公司成为全球优秀的城市环境综合服务运营商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截至
２０１９年６月底，公司业务范围涉及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３１个国家和地区，实现营业收入８０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８３２％；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２．１亿元人民币，较上
年同期增长１４３％，实现基本每股收益０．０９３８元，较上年同期增长４５％。
市场拓展全球遍地开花。 公司紧抓发展机遇抢占国内外环保市场，除现有在手垃圾分类、
环卫一体化及垃圾发电等项目外，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先后签约国内外多个优质环保项目。
辉南县城乡环卫一体化政府购买服
２０１９年１月，公司与吉林省辉南县环境卫生管理处签订了《
务项目政府采购合同》，同月公司与泰州市高港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签订了《
高港区城乡
环卫一体化及垃圾分类服务项目合同》。 ２０１９年３月，公司收到项城市城市管理局发出的《
中标
通知书》，确定公司成为项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ＢＯＴ项目的中标单位。 ２０１９年６月，公司收到
泰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出的《
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成为［
ＴＺＺＣ２０１９０２５］ 号城市道路清
扫保洁项目（
二标段）的中标供应商。 报告期末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签署南通市港闸区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证券简称：达实智能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ＴＹ２０１９－６０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垃圾分类外包服务采购项目合同的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６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２０１９年深圳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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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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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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合同在乙方按规定缴纳了履约保证金且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２、本合同服务年限为一年。
３、本合同存在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的风险；同时项目亦存在相关政
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以下简称“
公司”或“
乙方”）在《
中国证券报》、
１、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了《
关于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
编号：ＴＹ２０１９－４７）， 确定公司为南通市港闸区环境卫生管理处２０１９年生活垃圾分类外包服务
中标单位。
以下简称“
港闸区环卫处”或“
甲方”）与公司签订
２、近日，南通市港闸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港闸区政府采购项目合同书》（
以下简称“
本合同”或“
合同”）。
了《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３、本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合同双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甲方：南通市港闸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负责人：钱勇
职务：主任
住所地：江苏省南通市南市街８２号
主营业务：政府机构，无主营业务
２、乙方：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９１３２０６００１９２４４０５６０５
注册资本： ２４３８７３．６３６５００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法定代表人：严圣军
注册地址：江苏省海安县城黄海大道（
西）２６８号２幢
主营业务：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及蒸汽生产，自产产品销售，危险废弃物处理（
前述所有范
围权限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可再生能源项目及环保设施的投资、开发；污
泥处理、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大气环境治理、噪声治理、土壤修复；垃圾焚
烧发电成套设备、环保成套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填埋气开发与利用；垃圾分类收运体系投
资与运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道路清扫保洁；河道保洁、绿化管护；物业管
理。
３、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金额：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１日，公司与港闸区环卫
处签订了 《
港闸区２０１７年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外包服务项目合同》， 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１９０万元，服务年限为１年，截至本公告日，该合同已履行完毕。 公司与港闸区环卫处不存在关
联关系。
４、履约能力分析：港闸区环卫处为政府机构，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南通市港闸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乙方：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
一）合同基本情况
１、项目名称：２０１９年生活垃圾分类外包服务采购项目
２、服务内容：南通市港闸区范围内小区居民、单位、学校垃圾分类知识的宣传和相关人员
培训，垃圾分类积分、兑换专项活动的宣传推广；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基础信息建设和积分兑换
活动以及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运输、分拣、处置等日常运营工作。
４、合同总金额：人民币６５２万元
３、服务年限：１年，即２０１９年７月３日至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 合同到期后，如双方自愿，经采购人
申请审核通过后，在不增加服务费用的前提下，本合同可续签（
每次续签期限不少于１年）。
（
二）合同生效及备案
本合同在乙方按规定缴纳了履约保证金且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
三）合同争议的解决
甲乙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应在招标采购单位的主持下进行调解，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
以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合同的签署是公司在抢抓垃圾分类全国推广有利契机的过程中取得的又一新成绩，进
一步提升了公司在垃圾分类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项目的顺利运营将为公司后期其他垃圾
分类项目高效、稳定的运营提供宝贵经验，也将为公司打造以生活垃圾分类、城市智慧环卫及
垃圾焚烧发电为核心的固废处理全产业链平台奠定坚实基础。
２、上述合同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产
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
３、上述合同签署及履行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度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五、风险提示
本合同存在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履行的风险；同时项目亦存在相关
政策法规、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由合同双方签订的《
港闸区政府采购项目合同书》
特此公告。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处置达实联欣对达实智能２０１８年财务状况的影响如下表：
单位：元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股 权 处 置 比 股 权 处 置 方 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
例
式
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

达实联欣

１２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４％

转让

－１３，４３２，４２８．２８

（
续）
丧失控制权
与原子公司股权投资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 余股 丧失控制权之 日剩 余股 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
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之日剩余股
权的账面价值
权的公允价值
股权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权的比例
转入投资损益的金额
１７％

６４，３３８，６５６．３５

６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１３８，６５６．３５

－

４． 前述股权转让交易协议约定，臻龙投资将分三期支付该股权转让款：协议签订后６０个
工作日内支付首期转让款４０００万元人民币，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前实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４２４０万
元，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前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４０００万元。 半年报显示，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你
公司存在应收臻龙投资股权投资处置款１２，２４０万元，占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的５３．２８％；你公
司就该笔款项计提坏账准备３６７．２万元，计提比例为３％。
（
１）请结合该股权交易协议的具体支付安排、贾虹最近一期的减持计划及资金状况，说明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臻龙投资尚未支付你公司任何股权转让款的原因，并结合半年报披露后
的实际支付情况说明相关付款安排是否发生变化及臻龙投资后续的付款计划。
（
２）请结合臻龙投资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你公司会计政策，量化说明你公司计提该笔
坏账准备的充分性及合理性。
（
３）请说明在未收到任何股权转让款的情形下，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理，将相关投资收入
计入２０１８年的依据是否充分。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
４）请结合该应收款最新的回款状况，分析说明臻龙投资的后续支付能力及你公司拟采
取的保障其回款的具体措施。
回复】
【
（
１）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臻龙投资将分三期支付该股权转让款：协议签订后６０个工作日内
支付４，０００万元人民币，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前支付４，２４０万元，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前支付４，０００万元。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９月５日与臻龙投资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２０１８年９月６日为本次交易的交割日。
截止目前，累计支付４，２４０万元（
２０１９年７月８日到账）。 付款进度滞后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与金
融环境变化，导致资金筹措压力相较交易协商时增加，公司与臻龙投资保持积极沟通，付款根
据实际情况相应延长，臻龙投资拟于１２月１５日前完成约定的４，０００万元付款。 贾虹女士为上海
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持有其４．４％的份额，审议该笔股权转
臻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让时为公司持股５％以上股东，因此构成关联交易。 在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９日－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期间，贾
虹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１１，７９０，０００股，减持均价３．８４元／股，减持目的为偿还前期融资等个
人资金安排。
（
２）臻龙投资为投资性质的基金公司，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总资产为１９，５３０．７２万，净资产
为６，０８８．４７万，净利润为５，７１７．３５万。
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
其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按信用风险特征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
款项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其中１年以内计提比例为３％。公司未发现臻龙投资存在经
营不善或无法偿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故对应收臻龙投资股权转让款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
帐准备。
（
３）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达实智能与臻龙投资股权转让已实质完成，主要判断依据为：
Ａ：双方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Ｂ：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达实智能董事会审议通过；
Ｃ：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达实联欣董事会共５人，其中达实智能委派１人，达实智能已无法
对达实联欣实施控制；
Ｄ：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达实联欣公司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在股权转让已实质完成的情况下，达实智能已丧失对达实联欣的控制权，根据权责发生
制原则，达实智能应当确认达实联欣３４％股权转让损失，并依据应收股权转让款确认为应收债
权。
本次股权转让的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合并报表层面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
差额（
股权转让损失）为１３，４３２，４２８．２８元，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剩余股权产生的损失为３，
１３８，６５６．３５元， 如不确认相关交易损失将对达实智能截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财务状况及２０１８年
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
上述股权转让款已于２０１９年７月８日收到４，２４０万元。
（
４）截至目前，公司应收到股权转让款８，２４０万元，实际收到股权转让款４，２４０万元，付款
进度与合同约定有一定延迟。 公司与臻龙投资一直保持良好的沟通，通过发催收函、电话、面
谈等方式协商后续还款，臻龙投资正积极进行资产处置与资金筹措，具备付款能力与付款意
愿。 双方已达成一致，臻龙投资需于１２月１５日前完成４，０００万元付款，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利息。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５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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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汶上海纬机车
配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纬机车”）的控股权事宜，本次交易预计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８２）已于２０１９
年８月２６日上午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１０个交易日，详情参见公司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６日
披露的《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４４）。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易事项的相关工作。 为保证
信息披露公平，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

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２６ 号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８年修订）》编制交易预案并筹备相关工作，预
计将于停牌届满前披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交易预案，并申请股票复牌。
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公司所有公
告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