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8 月 31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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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董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郭成洲

因公务

陈晓华

事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61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３．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１．２
４．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５．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
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ｖｏｔｅ．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
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四、会议出席对象
（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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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不实施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公司代码：６０００６８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葛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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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洲坝

６０００６８

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彭立权

丁贤云

电话

０２７－５９２７０３５３

０２７－５９２７０３５３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５５８号葛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解放大道５５８号葛
洲坝大厦
洲坝大厦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ｇｚｂ＠ｃｇｇｃ．ｃｎ

ｄｘｉａｎｙｕｎ＠ｓｉｎ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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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上年度末

２３０，４４１，１０１，３７６．９６

２１８，２０９，２６５，９２１．７３

５．６１

４９，８３８，５８２，３２９．５６

４２，８０３，９９０，６８４．０４

１６．４３

本报告期
（
１－６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１，７３８，１８０，００５．３１

－６，１２４，４５１，３７８．９４

不适用

４９，７９９，３１４，９４８．２３

４６，１１１，３９５，６８３．６１

８．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２４，０５６，５２４．７４

１，９５２，９７３，６７３．３６

８．７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０８８，７２８，６１６．８０

１，８２７，５０６，８０２．１２

１４．２９

６．４０６

６．４８５

减少０．０７９个百分点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营业收入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３８７

０．３６２

６．９１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３８７

０．３６２

６．９１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说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计算每股收益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要扣除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的利
息，其中２０１９年１－６月永续债利息为３４１，９２５，０００．００元，２０１８年１－６月永续债利息为２８７，５５０，０００．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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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８，２３８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股东性质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股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２．３４

１，９４９，４４８，２３９

０ 无

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

１３８，３４３，７８５

０ 无

０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４

７０，７８５，８００

０ 无

０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０２

０ 无

４６，９５７，９９７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０．７８

３５，７０１，６６４

０ 无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０．７６

３４，９９９，７８９

０ 无

０

闫小虎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３０，７４３，１３４

０ 无

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中证
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其他
券投资基金

０．４４

２０，３８２，３００

０ 无

０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其他

０．４４

２０，２９９，８６２

０ 无

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 其他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０．３４

１５，５４８，７１０

０ 无

０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使用权资产

５３４，８９８，８６７．５４

７３２，６０４，５６６．９４

７３２，６０４，５６６．９４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

１３６４２７

２０１６年５月４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４日

０．２０６

３．２７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公
１６葛洲０３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

１３６４３４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３日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３日

４０

３．４５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１６葛洲Ｙ１
第一期）
２０１６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１３６９９４

１３６９９５

１３６９９２

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９日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

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９日

３０

实
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１日（
际兑付日：２０１９年７
月２２日）

０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１６葛洲Ｙ４
第二期）
２０１６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１３６９９３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日

３０

３．４３

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限公司公开
Ｇ１８绿园１
发行２０１８年绿色公司债券（
第一期）

１４３８２２

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

２０２３年９月１９日

１２

４．７４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１９葛洲０１
第一期）
２０１９年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

１５５１２９

２０１９年１月９日

２０２４年１月９日

１０

３．８５

１５５２２３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３日

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３日

１５

４．１０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１９葛洲０３
第二期）
２０１９年公司债券（

１５５３７０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４日

２０２４年４月２４日

１５

３．９５

１５５９３１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０日

５０

２３０，２７９，６４９．００

６，９８１，０００，７５９．２７

６，９８１，０００，７５９．２７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２，０２９，９０９，０８８．３１

２，０２９，９０９，０８８．３１

４０，４８８，８８９，９０３．８３

４０，４８８，８８９，９０３．８３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合同资产

１６０，９４３，４２５．３６

１６０，９４３，４２５．３６

１，６５６，１８１，６７３．５４

１，６５６，１８１，６７３．５４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６３，８３９，１５５．６０

６３，８３９，１５５．６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５９，８４８，７６８，３３３．５８

５９，８４８，７６８，３３３．５８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９５，６３０，１３３．９３

１，２９５，６３０，１３３．９３

３８，７８４，１８７，８４６．０８

３８，７８４，１８７，８４６．０８

非流动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６９９，７７７，６３２．８０

６９９，７７７，６３２．８０

３，９６３，０９８，２１５．７３

３，９６３，０９８，２１５．７３

固定资产

３０１，１６０，４６４．０４

３０１，１６０，４６４．０４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无形资产

２２１，８０１，８９６．２８

２２１，８０１，８９６．２８

开发支出

３５，６０５，１４６．８９

３５，６０５，１４６．８９

８，８７６，７０６．３８

８，８７６，７０６．３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５，９５１，７９８．２５

５，９５１，７９８．２５

４５，５８６，０８９，８４０．３８

４５，５９４，８１３，８６７．０４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１０５，４３４，８５８，１７３．９６

１０５，４４３，５８２，２００．６２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１９，９８１，７４９，６００．００

１９，９８１，７４９，６００．００

１５，２７０，８１５，８７５．７８

应付票据

２，７１７，２０１，１８３．７５

应付账款

３５，９１９，６５１，８４２．７１

新列报表项目及金额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１１，１６６，７５３，８８７．７４

２３０，２７９，６４９．００

应收账款

６，９８１，０００，７５９．２７

应付票据

１，６７６，２０９，５９７．００

应付账款

９，４９０，５４４，２９０．７４

调整数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货币资金

１９，５４７，５０２，６６３．２１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７７，６７１，１１０．７０

７７，６７１，１１０．７０

３８８，１６７，６１５．０９

３８８，１６７，６１５．０９

２０，４１６，８５０，３７１．１５

２０，４１６，８５０，３７１．１５

其中：应付利息

２５７，８７０，６６６．６７

２５７，８７０，６６６．６７

应付股利

２３４，７２５，８３３．３３

２３４，７２５，８３３．３３

５，２５３，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５，２５３，８４０，０００．００

５８，６３０，０６３，６４３．５９

５８，６３０，０６３，６４３．５９

持有待售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租赁负债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４３，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２，９５８，３４８．４８

１５２，９５８，３４８．４８

７，８６９，５６６，７３０．２１

７，８６６，１０１，５０５．４０

１０，７０２，５０９，０３６．５１

１０，７０２，５０９，０３６．５１

２５１，３００．００

２５１，３００．００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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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应收利息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４，６０４，７７７，４１２．００

４，６０４，７７７，４１２．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７８，９５０，９３６．７１

６，２７８，９５０，９３６．７１

３９６，１０３，４０３．９６

３９６，１０３，４０３．９６

专项储备

１，６８８，３２６．８４

１，６８８，３２６．８４
１，５８２，９４４，６６３．２２

资本公积

存货

５２，１９７，６１８，１１０．１７

５２，１９７，６１８，１１０．１７

减：库存股

１７，０６３，３４６，９７９．３３

１７，０６３，３４６，９７９．３３

其他综合收益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１，０７１，８５５，５６９．６９

１，０７１，８５５，５６９．６９

其他流动资产

２，５７９，０８５，０４７．６７

２，５７９，０８５，０４７．６７

流动资产合计

１２９，７７７，３３２，０７７．５９

１２９，７７３，８６６，８５２．７８

盈余公积

１，５８２，９４４，６６３．２２

非流动资产：

未分配利润

４，７９０，５２１，４３９．１６

４，７９０，５２１，４３９．１６

发放贷款和垫款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３３，６５４，９８６，１８１．８９

３３，６５４，９８６，１８１．８９

１０５，４３４，８５８，１７３．９６

１０５，４４３，５８２，２００．６２

－３，４６５，２２４．８１

债权投资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１５，２７４，５６１，０１６．６３

１５，２７４，５６１，０１６．６３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４，１５９，５８５，３９８．１７

１４，１５９，５８５，３９８．１７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６９９，７７７，６３２．８０

６９９，７７７，６３２．８０

５，２１３，５６１，９９０．４０

５，２１３，５６１，９９０．４０

投资性房地产

３８，２５２，９５９．５０

３８，２５２，９５９．５０

固定资产

１７，１０７，２０６，６５６．８９

１７，１０７，２０６，６５６．８９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在建工程

１６，０８９，５０９，５１７．５７

１６，０８９，５０９，５１７．５７

１６，６８２，９８５，９２２．９４

１６，６８２，９８５，９２２．９４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６８

使用权资产

８００，７３０，６５６．９８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２０２，４４７，６６４．５０

２０２，４４７，６６４．５０

１，５３９，５９８，４５０．１１

１，５３９，５９８，４５０．１１

长期待摊费用

５９９，５５９，７３２．７７

５３４，８９８，８６７．５４

商誉

８００，７３０，６５６．９８

－６４，６６０，８６５．２３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７３２，３５６，１８７．１０

７３２，３５６，１８７．１０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９２，５３０，７１４．７６

９２，５３０，７１４．７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８８，４３１，９３３，８４４．１４

８９，１６８，００３，６３５．８９

７３６，０６９，７９１．７５

２１８，２０９，２６５，９２１．７３

２１８，９４１，８７０，４８８．６７

７３２，６０４，５６６．９４

２９，６１４，０３５，１３０．２４

２９，６１４，０３５，１３０．２４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２，７１７，２０１，１８３．７５

２，７１７，２０１，１８３．７５

应付账款

３５，９１９，６５１，８４２．７１

３５，９１９，６５１，８４２．７１

２５８，３４９，９９６．３８

２５８，３４９，９９６．３８

预收款项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股票简称：葛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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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２０１９年财
务会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其报酬总计３８０万元（
其中，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３００万元、内部控制审计８０万元），
上述费用不含交通费、食宿费及向第三方询证的费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特殊普通合伙）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等相关业务的资格，具备多年为中央企业、上市公司提
１．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
２．本次聘任符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聘认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同意聘任其为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６８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２，５３０，４５５，６９９．９７

２，５３０，４５５，６９９．９７

２０，１５３，４２３，２８１．２３

２０，１５３，４２３，２８１．２３

１，３０４，４８７，６１３．８５

１，３０４，４８７，６１３．８５

应付股利

３５４，５９７，８４８．６４

３５４，５９７，８４８．６４

１４，５５６，２８５，４１２．８４

１４，５５６，２８５，４１２．８４

应付分保账款
合同负债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１２，１９５，６９２，６５６．１４

其他流动负债

１２，１９５，６９２，６５６．１４

１８，７４３，９７９．５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１１７，９６３，８３９，１８２．８３

１８，７４３，９７９．５７
１１７，９６３，８３９，１８２．８３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３１，７８２，７３５，３１３．２６

３１，７８２，７３５，３１３．２６

应付债券

９，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９，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７３２，６０４，５６６．９４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６６５，２０７，８３４．５７

６６５，２０７，８３４．５７

２，１６２，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２，１６２，１０７，０００．００

７３２，６０４，５６６．９４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２５３，９６６，７３２．９７

２５３，９６６，７３２．９７

１，０６１，８６７，９８０．９６

１，０６１，８６７，９８０．９６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８４，９１４，２１５．６８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８４，９１４，２１５．６８

４５，１６０，７９９，０７７．４４

４５，８９３，４０３，６４４．３８

７３２，６０４，５６６．９４

１６３，１２４，６３８，２６０．２７

１６３，８５７，２４２，８２７．２１

７３２，６０４，５６６．９４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
或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４，６０４，７７７，４１２．００

４，６０４，７７７，４１２．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７，５１１，４６８，７５０．９５

７，５１１，４６８，７５０．９５

－３７２，７６８，８９９．２６

－３７２，７６８，８９９．２６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股票简称：葛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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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９点００ 分
召开地点：武汉市解放大道５５８号葛洲坝大厦
（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９：
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９：１５－１５：００。
（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减：库存股

序号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８６，２３２，５６７．２７

８６，２３２，５６７．２７

盈余公积

１，５８２，９４４，６６３．２２

１，５８２，９４４，６６３．２２

未分配利润

１３，３９１，３３６，１８９．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４２，８０３，９９０，６８４．０４

１３，３９１，３３６，１８９．８６
４２，８０３，９９０，６８４．０４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２，２８０，６３６，９７７．４２

１２，２８０，６３６，９７７．４２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５５，０８４，６２７，６６１．４６

５５，０８４，６２７，６６１．４６

２１８，２０９，２６５，９２１．７３

２１８，９４１，８７０，４８８．６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总计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７３２，６０４，５６６．９４

１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２

关于聘任公司２０１９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１．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
２．特别决议议案：１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１５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３１．８７％

２，２１２，０４６，６１３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３．９５％

９６８，５５１，０８０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８５％

１９８，１４５，１３４

０

方洪波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７％

１３６，９９０，４９２

１０２，７４２，８６９

０ 质押

１．７３％

１２０，３７９，０６７

０

１２，５００，２５３

１６．４４％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１．３０％

９０，１６９，３５４

０

黄健

１８６．１７％

１．９７

１７．７７％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２．３０

１．９４

１８．５６％

１６．９７％

１６．４３％

０．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２８４，０３３，８２５

２６３，７０１，１４８

７．７１％

９２，５８８，９７９

８３，０７２，１１６

１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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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３，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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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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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７％

８８，０４３，３００

０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ＨＣＭ中国基金

０．８９％

６１，８３１，９００

０

袁利群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５％

５２，０３８，５００

０ 质押

栗建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５％

５１，７９１，９４１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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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境外法人
自有资金（
交易所）

７，６１３，６８８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 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
易方式，或者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项、第（
五）项、
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
中交易方式进行。

５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
一）项至第
（
三）项的原因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
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 １０ 日内注销；属
二）项、第（
四）项情形的，应当在 ６ 个月内转让或
于第（
者注销。
公司依照第二十三条第（
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
股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５％；用于收
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 所收购的股
份应当 １ 年内转让给职工。

第二十五条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
一）项、第
（
二） 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 应当经股东大会决
议；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
三）项、第（
五）项、
第（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本章程的
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
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
份后，属于第（
一）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１０日内注销；
属于第（
二）项、第（
四）项情形的，应当在６个月内转让或者注
销；属于第（
三）项、第（
五）项、第（
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
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１０％，
并应当在３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６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
地。 股东大会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提
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
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 股
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还将提供网
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
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７

第九十七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 任期 ３ 年。 第九十七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 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３年，任期届满可连选
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连任。

８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对董事长的
授权应遵循合法、 有利于公司运作及提高决策效力的
原则。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以下事
项进行决策：
（
一）对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２０％以内的购买
或者出售资产、对外投资（
含委托贷款）、租入或者租出
资产、委托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债权债务重组等
交易事项，进行决策；
（
二）对支付人民币１５亿元以内的房地产开发土地
竞拍保证金进行决策。
凡法律法规要求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的，
应按规定的程序决策。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闭会期间， 董事会对董事长的授权
应遵循合法、有利于公司运作及提高决策效力的原则。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对以下事项进行
决策：
（
一）对占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以内的购买或者
出售资产、对外投资（
含委托贷款）、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委托
或者受托管理资产和业务、债权债务重组等交易事项，进行
决策；
（
二） 对支付人民币１５亿元以内的房地产开发土地竞拍
保证金进行决策。
三）对工程投标现金保证金（
保函）事项进行决策。
（
凡法律法规要求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的，应按规
定的程序决策。

９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办公会对涉及单
项金额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３０％的工程投
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ＰＰＰ项目）、建造转让项
目（
ＢＴ项目）进行决策。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办公会对涉及单项金额
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３０％的工程投标、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
ＰＰＰ项目）、建造转让项目（
ＢＴ项目）进行决
策。

１０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
议，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
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
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
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百二十九条 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
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
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
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
事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
士。

１１

第一百三十八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
第一百三十八条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 监事以
任除董事以外其他职务的人员， 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
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１２

第一百四十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和董事长办公会负责， 第一百四十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和董事长办公会负责， 行使
行使下列职权：
下列职权：
（
（
五） 对低于公司最近经审计总资产 ５％的工程投
五）对低于２０００万元的工程投标现金保证金（
保函）事
标及相应的保函（
保证金）进行决策；
项进行决策。

Ａ股股东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８２％

２．３２

第二十四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
之一进行：
（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
二）要约方式；
（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３３３

１７．３９％

２１，７８７，８９０

４

非累积投票议案

一般风险准备

１２，９３６，８４６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３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第二十三条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
（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
（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
（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
（
五） 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
议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除上述情形外，公
公司债券；
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收购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５3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１４２，６２３，８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千元）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按国家核准的资质等级范围、 全过程或分项承包国内
外、境内国际招标的水利水电、公路、铁路、市政公用、港口与
航道、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和项目管理
业务；及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堤防、桥梁、隧道、机场、公路路
基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输电线路、机电设备制作安装和
其他建筑工程的勘察设计及施工安装，船舶制造修理，低压
开关柜制造，电力工程施工；上述工程所需材料、设备的出
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的劳务人员；公路、铁路、水
务、水电、城市公用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分布式能源
系统、储能、储热、制冷、发电机组、三维数字设备、机电一体
化设备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环保业务；生
产销售和出口水泥；经营和代理本系统机械、电器设备等商
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建筑安装设备的购销和租赁；房地产
开发、建设项目及工程的投资开发；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农林牧渔产品、矿产品、
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金属结构、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
的销售；煤炭批发经营，金属结构压力容器制作安装，运输及
旅游服务 （
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 普通货运 （
限分公司经
营）。（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１５，１８７，０６９
１４，５５５，６７４

２

第十四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
按国家核准的资质等级范围、 全过程或分项承包
国内外、境内国际招标的水利水电、公路、铁路、市政公
用、港口与航道、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总承包、工程总
承包和项目管理业务；及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堤防、桥
梁、隧道、机场、公路路基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输
电线路、 机电设备制作安装和其他建筑工程的勘察设
计及施工安装，船舶制造修理，金属结构压力容器制作
安装，低压开关柜制造，运输及旅游服务，电力工程施
工；上述工程所需材料、设备的出口；对外派遣本行业
工程、生产的劳务人员；公路、铁路、水务、水电、城市公
用设施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分布式能源系统、储能、
储热、制冷、发电机组、三维数字设备、机电一体化设备
及相关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环保业务；生产
销售和出口水泥；经营和代理本系统机械、电器设备等
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建筑安装设备的购销和租赁；
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及工程的投资开发；房屋租赁；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 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煤炭批发经营（
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普通货运
（
限分公司经营）。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５２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聘任公司２０１９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油气资产

１５３，７７０，３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千元）

修改后条文
第十二条 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
组织，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
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 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
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０７５７－２３２７４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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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章程条文
第十二条 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中国共产
党的组织， 党委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 公司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
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
４）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租赁准则追溯调整前期比较数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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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性生物资产

证券代码：０００３３３

办公地址

０７５７－２２６０７７０８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７１，７８８，５９６，０１８．７３

合同资产

欧云彬

ＩＲ＠ｍｉｄｅａ．ｃｏｍ

１３，１５８，５３２，３７５．１４

７１，７７９，８７１，９９２．０７

永续债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证券事务代表

江鹏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６号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６号
美的总部大楼
美的总部大楼

电话

１３，１４９，８０８，３４８．４８

负债合计

０００３３３

姓名

电子信箱

非流动负债合计

实收资本（
或股本）

９，０４４，９００

编号：临２０１９－０５!

１

其中：优先股

应收股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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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１、公司简介
美的集团

序号

其他权益工具

应收分保账款

２．８３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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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复杂的经济形势，直面挑
战，抢抓机遇，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取得了新的发展成就。 公司发展质量稳步提升，市场开发成效显著，投资兴业稳
步推进，资源配置全面优化，管理基础不断夯实，为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４９７．９９亿元，同比增长８％，实现利润总额３８．５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０．７５％，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２１．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８．７６％。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２３０４．４１亿元，较年初增长５．６１％。
（
一）建筑
报告期内，公司各建筑子企业攻坚克难，持续推进业务升级，经营成效显著。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公司新签合同额人民
币１４０３．０９亿元，占年计划２３２０亿元的６０％，比上年同期增长１７％。 其中：新签国内工程合同额人民币８１０．９５亿元，新签国
际工程合同额折合人民币５９２．１４亿元。
六集中”对建筑子企业实行专业化
１．专业化改造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品牌、资质、业绩、资源、市场、科研“
改造，根据子公司发展实际，分步分类实施，帮助各子企业逐步形成“
一主两辅”或“
一主多辅”的业务格局，致力于将其
打造成水利水电、电力、机电、基础、房建、市政、路桥、轨道交通、港航、机场、生态环境等专业化公司。 期内，已有多家建
筑子企业通过改造，进一步明确了主要业务范围，集中了优势资源，提升了核心竞争力。
一带一路”政策导向，集中资源扩大品牌
２． 国际业务优势持续巩固。公司通过优化市场布局，加强政企互访，紧跟“
国际影响力，加速国际化业务发展步伐。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成功进入七个新的国别市场，新市场实现持续突破；现汇
项目开发成效显著，新签现汇项目数量和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 期内，作为联营体一员，成功签署合同金额２４１亿元的
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石油炼化项目，其中公司占比４０％；合同金额１２４亿元的巴基斯坦Ｍｏｈｍａｎｄ电站项目，其中公
司占比７０％；独立签署了合同金额１００亿元的印尼卡扬水电站项目。
３． 项目管理能力显著提升。 报告期内，依据市场环境和公司项目管理情况的变化，公司发布了新版在建项目管理
体系建设方案，对在建项目管理进行顶层设计，全面重构、再造在建项目管理体制机制，从管理体系、组织结构、制度建
设、资源配置、信息化应用、项目考核体系等六个方面全方位加强了在建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全面履约，提高了工程项
目管理水平和盈利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建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２８６．１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０．３３％；实现利润总额１４．１８亿元。
（
二）环保水务
１．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报告期内，淮安公司对一期项目３、４号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造，并于５月底完成全部技改工作，目前已达到提质增
效的预期目标。 同时，完成了脱标机技改工作，使脱标效率提升了５％。 淮安产业园二期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老河
口产业园项目完成单项工程与消防预验收；广平、淇县产业园已通过政府备案。
报告期内，公司所属展慈公司通过更新设备、新增生产线改进生产工艺等方式，促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上半年生
产连铸铜棒１．２４万吨，精密铜棒０．４０万吨，铝合金锭１．０９万吨。
报告期内，绿园公司共计完成专利申请１５项，专利授权６项，参编３项国家级标准。
２．水环境治理
报告期内，日照赛诺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３条新生产线安装调试完成，膜生产能力达到１２０万平米／年。 赛诺公司已与
青岛科技大学签订“
产学研”合作框架协议，拥有１项发明专利、６项实用新型专利，获批“
日照市膜法水处理装备与技术
工程实验室”、科技部“
科技型中小企业”、日照市“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日照市“
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等称号。
报告期内，公司负责实施的海口水治理项目进入运营期；公司所属中固公司负责的荆门竹皮河河道治理工程已进
入尾工阶段；通州水治理项目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第一批已完工；阜阳水系整治、南渡江等项目进展正常。
３．污土污泥治理
报告期内，所属中固公司“
河湖淤泥脱水尾水一体化处理技术”应用于滇池草海项目，稳定运行后，该技术在提升
尾水指标的同时，相比传统工艺技术较大幅度降低了运行成本；自主研发的“
廊道式人工湿地专利技术”成功应用于竹
皮河夏家湾污水处理厂尾水深度处理，目前正在实施中。
４．新型道路材料
报告期内，道路材料公司签约合同金额５，５４８．６６万元，在建项目１５个。 申报的“
钢渣沥青混凝土应用”技术被中国绿
科技创新奖”荣誉称号。
色建材产业发展联盟工业固废专委会授予２０１９利废新材料“
５．固废垃圾处理
加快发展水泥窑协同处置业务。 依托所属当阳公司水泥生产线，正在建设一条５００ｔ／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线，年处理
垃圾１８．２５万吨；一条１２０ｔ／ｄ城市污泥处理线，年处理污泥３．７２万吨。 同时，大力推进其他水泥窑协同处置业务相关工作。
报告期内，水泥窑协同处置业务处置生活垃圾、污染土、一般固废１６．１８万吨。
水处理总规模达３００万吨／日），１０００多公里管网及３３个泵
６．水务运营。 （
１）国内：报告期内，公司运营管理５８座水厂（
站。 中标雄安新区 “
雄县市政污泥深度脱水项目”，该项目新增污泥处理总规模２０吨／日。 （
２）国外：葛洲坝海外投资有限
公司所属葛洲坝巴西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完成对圣诺伦索供水公司的股权并购，成为项目公司１００％控股股东。 截至
报告期末，项目公司累计结算特许权服务款项（
含税）３４，７６６．０８万雷亚尔，折合人民币约６１，３１６．４４万元。
７．水电站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５座水电站累计发电３００１１．７３万ｋＷ·ｈ，实现营收０．８４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环保水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７７．５９亿元，同比下降３２．１９％；实现利润总额０．１４亿元。
环保收入下降主要是因为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再生资源市场行情波动较大，再生资源加工业务产能利用率不
足。
（
三）房地产
诚信立企 匠心筑家”的企业精神，坚持积极稳健发展策略，储备土地对应权益计容建
报告期内，房地产公司秉持“
筑面积为２１．３４万平米。
报告期内，房地产公司深耕一线城市，重点布局二线核心城市以及具有较好发展潜力的三线城市，定位高品质地
创新成果陆续落地亮相，以
产，不断加强品牌辐射。 国府系、府系、公馆系和蘭园系四大产品系列相继入市，“
５Ｇ科技“
“
绿色、健康、智慧”的高品质特性受到市场青睐。 公司在四大产品系基础上，聚焦蘭园系产品，加快标准化进程，进一步
夯实 “
高品质、快周转”发展根基，推动项目快速开发、快速见效，保证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进一步巩固科技创新优势，
房地产公司以 “
健康建筑联
５Ｇ科技”体系为抓手，锁定绿色发展目标，积极参与超低能耗建筑领域的研发创新，完成“
合创新实验室”“
绿建三星设计标识认证”“
绿色建筑示范项目”等荣誉。
５Ｇ科技”验证房建设。 开发项目获得“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工建筑面积８２．７２万平米，竣工建筑面积１６．７７万平米；在建项目权益施工面积４５０．０８万平方米；
实现权益销售面积４０．６７万平方米。
报告期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营业收入４３．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４６．１９％；实现利润总额５．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６４％。
四）水泥
（
报告期内，水泥年产能２，５５０万吨，熟料年产能１，７８２万吨，固废年处理能力４９万吨。
１．市场开拓方面。 加强对重点客户的拜访沟通，巩固战略合作关系。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中标了多个重点工程项目。 加
快开拓家装水泥市场，家装水泥顺利进入武汉区域。 加强境外营销策划和渠道搭建工作，哈萨克斯坦西里公司营销工
作实现良好开局。 报告期内，销售水泥熟料１，１５７．５５万吨，销售商砼８６．２１万方，销售骨料２７５．４３万吨。
２．投资兴业方面。 一是积极开展资源储备，确保水泥业务可持续发展。 二是加快推进国际业务。 推进哈萨克斯坦西
里项目投产运营，积极运作其他国际项目，继续做好目标国别项目的考察研究。
３．科技进步方面。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申请国家专利２５件，其中发明专利８件；获得专利授权３０件，其中发明专利４件。 低
氨脱硝、高效节能风机、生料磨锁风装置等新技术及装备应用效果良好；在线分析仪、智能巡检、自动装车机等智能装
备开始试用；大数据协同平台功能更加完善，生产运营管理平台和物流管理信息平台建设有序推进。
４．精细管理方面。持续推进预算模块化单元管理体系，不断提高生产精细化水平。实施检修规范化、标准化等措施，
发挥生产指挥中心平台优势，加强过程管控与分析，熟料实物煤耗、熟料综合电耗等能耗控制水平进一步提升。 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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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
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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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７５，０３２，０６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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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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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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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通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在武汉本部第二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陈晓华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８名，
实到董事７名，郭成洲董事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陈晓华董事长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规定。
经过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２０１９年财务会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关于聘任公
司２０１９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
关于召开公
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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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６０００６８

证券代码：６０００６８

长期待摊费用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商誉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１８，７４５，８４７，９４０．８０

股票代码

Ａ股

授权委托书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单位（
或本人）出席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９日召开的贵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投资性房地产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项目

４．３５

７２．７６
本报告期（
１－６月）

股东性质

２３０，２７９，６４９．００

应收账款

会计政 策变更 后２０１９０１０１金
额

（
２）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适用 √不适用
（
３）首次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新收入准则、新租赁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实施《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租赁》（
财会〔
２０１８〕３５号），根据衔接规定，本公司按首次执
行本会计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新租赁工具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及
母公司各项目的影响汇总如下：
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股东名称

应收票据

流动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本报告期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千元）

衍生金融资产

资产总计

结算备付金

主要指标

千元）
总资产（

８，２３７，７２４，６７８．６７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原列报表项目及金额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千元）
营业收入（

８，２３７，７２４，６７８．６７

股份类别

（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
（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
一）登记手续
１．法人股股东请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及受托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见附
２．自然人股东请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股东代理人另需股东授权委托书（
件１）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
提交；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４．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５５８号葛洲坝大厦）
邮政编码：４３００３３
（
三）登记时间
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４：３０－１６：００。
（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伊，联系电话：０２７－５９２７０３５３，传真：０２７－５９２７０３５７
六、其他事项
１．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２．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
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流动资产：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１９葛洲０２
第一期）
２０１９年公司债券（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千元）

货币资金

８，７２４，０２６．６６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调整数

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

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３．１５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其他非流动资产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受影响的母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３．４８

项目

租赁负债

３．２４

２５
实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日 （
际兑付日：２０１９年８
月５日）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使用权资产

３．１４

０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１日

２０１６年８月３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２０１８１２３１金
新租赁准则重新计量
额

母公司报表项目

原列报表项目及金额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公
１６葛洲０２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１９葛洲Ｙ１
第一期）
２０１９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７，８６６，１０１，５０５．４０

－６４，６６０，８６５．２３

无

１３６１３０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１６葛洲Ｙ３
第二期）
２０１６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８００，７３０，６５６．９８

－３，４６５，２２４．８１

５９９，５５９，７３２．７７

２．根据新报表格式通知，公司采用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财务报表格式。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６年公
１６葛洲０１
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１６葛洲Ｙ２
第一期）
２０１６年可续期公司债券（

８００，７３０，６５６．９８
７，８６９，５６６，７３０．２１

长期待摊费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简称

会计政 策变更 后 ２０１９０１０１ 金
额

预付款项
租赁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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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名称

会计政 策变更 前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金
新租赁准则重新计量
额

合并报表项目

前１０名股东中，第１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应用管理创新成果，不断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水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４８．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４２．５４％；实现利润总额１４．５９亿元，同比增长８４．３９％。
（
五）民爆
１．推动业务协调发展。 一是民爆主业稳中有进。 继续扩大民爆一体化核心优势，带动工业炸药产量、工程实物量同
比分别增长２２％和２６％；增强民爆投资力度，深入对接北京、四川、重庆、两广等地企业，与多家优势企业达成了初步合
作意向。 二是相关辅业加快发展。 整合提升履约能力，实现矿山施工总承包、砂石骨料业务营收同比增幅均超两位数；
积极配合布局砂石骨料投资经营市场。 三是新业务取得实质进展。 挂牌成立安全产业发展中心，起步开展的爆破评估、
监理业务实现对外创收；加大绿色矿山建设、军民融合领域攻坚力度。
２．加大市场开发力度。 一是上半年共签约３９．１１亿元。 二是坚定不移走出去，获取巴基斯坦火电站基建工程钻爆项
目，完成葛洲坝瓦赫诺贝尔爆破公司首单业务履约，新签尼日尔、肯尼亚民爆物品等一批供应合同，国际业务营收同比
增长８２．６２％。
３．加快科技创新步伐。 一是围绕新型民爆、智能爆破、绿色矿山等产业方向，加快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公司ＥＤＦ电
子雷管起爆技术研发与应用项目通过了行业科技成果评价， 在电子雷管现场注册联网与延时设计方面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新型高分子乳化剂、高寒高海拔爆破技术等一批重点科研成果进入试产试用阶段。 二是扩大行业话语权，易普力
公司董事长成功获聘第一届全国爆炸物品公共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唯一的企业副主任委员， 公司顺利承办电
子雷管行业标准研讨会。
报告期内，公司民爆业务实现营业收入１７．７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２３％；实现利润总额１．８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９６％。
（
六）公路
报告期内，公司运营高速公路总里程为４５７公里，包括Ｇ５５襄阳至荆州段、Ｇ４５湖北麻城至浠水段、四川内江至遂宁
高速公路、山东济泰高速公路连接线。
报告期内，通过向在建项目派驻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参与项目建设管理，从全生命周期管理角度为在建项目提
供技术支撑和服务；制定了路衍经济发展思路和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发方案，积极推动投资兴企；８项专利获得国家
知识产权局授权。
报告期内，公司公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１０．６２亿元，同比增长５．３１％；实现利润总额５．５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５２％。
七）高端装备制造
（
１．市场开发方面：签约柬埔寨２００ＭＷ双燃料电站ＥＰＣ合同、中广核工程大厦空调冷源机房系统工程、常德烟草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空调系统及配套设施改造项目１＃厂房暖通采购与安装服务工程； 中标乌鲁木齐新宜康达热力新疆医科
大学新校区供热系统设备及安装项目。
２．重点项目进展情况：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冰蓄冷能源中心和配套区地源热泵冰蓄冷能源中心自控集成项
目顺利完工；印尼Ｐａｃｋａｇｅ Ｖ １００ＭＷ双燃料电站项目已全面进入收尾阶段，首台机组一次性成功并网发电，其余机组
正在最后调试。
报告期内，公司高端装备制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６．０１亿元，同比下降３１．１１％。
高端装备收入下降主要是因为部分重点项目合同履约进展滞后。
（
八）金融及其他
报告期内，葛洲坝融资租赁公司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发展；加强与银行金融机构的联系，扩大了银行授信。 筹集低
成本发展资金，融资成本低于银行贷款基准利率及同期融资租赁行业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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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１号一租赁》（
简称新租赁准则），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１
２０１８年，财政部修订了《
月１日起施行。 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上市，因此，本公司自 ２０１９ 年１月１日起施行新
租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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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财政部颁布《
２０１９］６号），对一般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本公司财务报表按照新报表格式通知的规定编制，并对比较报表进行了重分类列报。
上述会计政策影响具体如下：
１．根据新租赁准则，公司在过渡期政策上采用简化处理，即：租赁负债等于剩余租赁付款额的现值，使用权资产等
于租赁负债金额，并根据预付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对所有租赁（
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
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旧和利息费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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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１、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以用户为中心，创新产品开发与用户体验，推动产品力稳步提升；坚持研发投入，搭建全球平台，
构建敏捷创新的研发体系；深化渠道变革转型，持续提升渠道效率、重塑零售服务能力；推动工业互联
网与数字化２．０，全面提升全价值链运营效率；稳步推动全球业务布局，加快东芝项目协同整合；面向消
费分层推出多品牌组合与套系化产品，为终端零售赋能；创新机器人产品开发，加快推动中国市场机
器人业务整合与拓展；深化智慧家居产业布局，推动智慧家居战略落地；深化长期激励，保障股东权益
（
具体内容请参见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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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了 《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企业会计准则第２４号一一套期会计》及《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７ 号一一金融
２３ 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工具列报》，并于 ２０１９ 年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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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除已经在财务报表的会计政策变
更影响的披露外，采用上述准则未对本集团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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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详见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财务报告附注五及附注六，本
年度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主要有Ｍｉｄｅ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 Ｅｇｙｐｔ、安徽威灵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无锡小天鹅
电器有限公司，详见附注五（
１）（
ａ），本年度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详见附注五（
１）（
ｂ）。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洪波
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１３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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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８人，实到董事８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会议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公司半年度报告全文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及摘要已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二、以８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的原则，本公司对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且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进行
核销，涉及金额２８７．８８万元，本次核销款项对公司当期利润影响２１１．６２万元。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３３３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１１４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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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经审核，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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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以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经审核，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 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同意董事会对本次公司核销资产
减值准备的决议。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