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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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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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股票简称

秦川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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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３７

０００８３７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证券事务代表

付林兴

夏杰莉

办公地址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２２号

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２２号

电话

０９１７－３６７０６５４

０９１７－３６７０６５４

电子信箱

ｆｕｌｘ＠ｑｉｎｃｈｕａｎ．ｃｏｍ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ｑｉｎｃｈｕａ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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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１，６５８，２４９，５９３．０３

１，６５１，３８０，１９１．８９

０．４２％

５，７７２，１０１．１１

３，９００，９４１．４９

４７．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５，４６１，０１２．７７

－１５，２６０，４１７．６５

－１０９，１９２，４３４．２６

－１３７，５７６，７３４．３８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５６

４８．２１％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５６

４８．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２３％

０．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本报告期末

０．０９％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元）

９，１８９，５８４，８８９．７１

９，０５５，７９４，５２９．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５６０，８４８，５７６．４６

２，５５４，１１４，３２５．９５

１．４８％
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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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 复 的 优
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６３，４９６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质押或冻结情况
件的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持股数量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国有法人
会

１５．９４％

１１０，４９９，０４８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５９％

１０１，１９６，５５４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０８％

２８，２７５，６９０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４％

１４，１２７，２７５

王京先

境内自然
人

０．８１％

５，６４７，４９０

顾鹤富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５％

２，４４３，７３９

张治中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１％

２，１２０，０００

陆燚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０％

２，０６０，０００

王桂英

境内自然
人

０．１８％

１，２６１，８００

吴珍珠

境内自然
人

０．１７％

１，１７６，２００

１１０，４９９，０４８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９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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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
２０１９］８号）、《
一债务重组》（
财会［
２０１９］９号），公司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１、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
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２、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政策变更：
重新明确了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确认时点、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披露要
求等；３、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对债务重组定义、成本计量原则、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重新规定、明确。

变更会计政策
的议案经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

备注

财政部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８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
财会〔
２０１８〕１５号］，公司按照文件对财务报表格式及列报进行了调整。 其中：因利润表增加
“
研发费用”项目的列报要求变化对可比期间数据进行追溯调整如下：
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差异

（
１）

（
２）

（
３）＝（
２）－（
１）

影响上期合并利润表相关项目
管理费用

１５５，４９８，５１０．７２

研发费用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一一

１３３，６８０，４０３．０２

－２１，８１８，１０７．７０

２１，８１８，１０７．７０

２１，８１８，１０７．７０

一一

影响上期母公司利润表相关项目
管理费用

４５，４０８，１２７．０２

研发费用
对利润总额的影响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陕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陕西省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关联关系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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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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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半年秦川集团在机床工具行业持续低迷， 下游汽车、 工程机械等行业投资放
缓，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发酵，环保治理深入的不利因素下，坚持“
技术领先、模式取胜”，坚定
“
三个１／３”产业布局，以“
向存量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向改革要效益”为路径，通过整合完善
供应链体系、加大重点项目投资力度、挖掘市场新需求、缩短在研项目产业化进程、保证在手
订单交付等多种工作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效。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１６．５８亿元，与上年
同期１６．５１亿元比较，增长０．４２％，完成年度预算指标５０％；利润总额３４４８．３６万元，与上年同期
２０４４．０７万元比较， 增长６８．７％， 完成年度预算指标７５．４％； 归属于集团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５７７．２１万元，与上年同期３９０．０９万元比较，同比增长４７．９７％，完成年度预算指标的３７．６％。
“
三个１／３”产业板块经营情况：
（
一）数字制造工艺装备链板块
１、智能主机一齿轮加工机床：ＹＫ７２６３／７３６３，ＹＫ７２１５０新品均实现首台销售。 重大专项产
品ＹＫＧ７３１００、ＹＫ７３４００、ＹＫ７３４００Ｔ ６月份完成了第三方检测。 先后成立了３个“
双创”团队，其
中 “
ＹＫ７３４０Ａ成形砂轮磨齿机工艺单元推进”项目，在技术攻关、工艺优化、装配质量方面成
绩显著。
２、智能主机一车床及通用数控加工中心类、专机类机床：上半年完成新产品设计７项，新
投入新产品试制３项，完成新产品试制４项，完成了一大批特殊订货和产品改制任务。 ４月北京
国际机床博览会上，展出的８台全新防护、全新液晶显示的机床及“
宝机云”服务平台，吸引了
大批航天、航空、军工、汽车、职业院校等国内外客商参观。 自主研发的ＢＪＴＬ１６高压油泵驱动单
元凸轮轴智能生产线被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评为 “
２０１８年度自主创新十佳”， 企业荣获
“
２０１８年度先进会员”。 完成ＢＬ５－Ｃ、ＢＭ８－Ｈ两台智能机床工业样机的试制。 汽车零件智能制造
生产线，完成了机器人视觉系统、自动测量系统的并线运行。

证券代码：６００１８３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３、智能主机一螺纹磨床及外圆磨床系列：螺纹磨床在新领域需求新市场抢抓合同，有效
弥补常规产品订单不足，如机床的大修和数控化升级改造业务；出口印度的成线成套数控丝
杠磨床、数控内螺纹磨床系列。 外圆磨床突出大型普通机床、全功能数控机床与专机、普及型
数控机床等三大类产品销售，数控磨床订货增加明显，而且大规格磨床销售稳中有增。
４、刀具／工夹具业务：刀具业务全面推动德标ＡＡ标准、产品水平国际化、生产流程全节点
强化考核与快速反应机制。 ２０１８年开发的双联双工位高效滚刀、超薄叉形叶根组合铣刀、焊合
金刀片杆式叶根铣刀、整体硬质合金叶根铣刀、硬质合金车（
刮）齿刀、装配式硬质合金渐开线
拉刀、键槽组合推刀、焊接式硬质合金高效滚刀等新产品，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形成产值３５９０万元，
主要应用于“
三航两机”、军工、汽车、轿车、新能源装备、变速传动、工程机械等领域。 在山东青
岛建立了刀具配送修磨服务中心。 工装夹具业务主要在液压夹具的可靠性方面做了大量的攻
关工作，粘接胀套的工艺改进已全部完成任务。
（
二）关键零部件板块
智能导
１、功能部件产品。 导轨在提高品质、缩短交货期的同时，与西交大联合申报实施“
轨”项目，向高质量发展卖出实质性步伐。 精密齿轮市场今年有所回暖，德莱塞齿轮、伦茨齿轮
上半年订货量有一定增量，蜗轮副需求较旺。 汉德电动车桥齿轮及卡车桥内齿圈项目，目前部
分设备已投入到位，批量化生产推进正在有序推进。
２、机器人关节减速器产品。 通过持续设备技改，进一步优化、完善工艺，理顺生产流程，提
升管理水平，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通过不断强化市场开拓，着重战略客户的培育，ＢＸ减
速器销售量持续增长，１－６月，累计销售同比增长７９％。
３、铸件产品，上半年在原材料价格仍处于高位的情况下，通过加强市场开拓，原有风电铸
件市场订单增多，开发的重点新客户部分产品已进入批量生产，部分完成样件供货。 持续优化
铸造工艺，加强质量不良率考核，控制关键产品的工序质量，铸件废品率同比下降３．４个百分
点。
（
三）服务型制造业板块
１、 中空吹塑模具业务，２００升以上大型吹塑模具上半年订货量大幅增长， 同比增长近４５
％。
２、设计、制造三台机器人关节减速器综合试验台，该设备可以测试精密减速器的传动链
误差、回差、空载启动转矩、传动效率、刚性和齿隙、增速启动转矩。
３、客户定制的ＳＣ８００Ａ数控刷床已经通过预验收，该机床以ＫＵＫＡ ３６０ＫＧ机器人为核心控
制单元，检测、抛光、清洗融为一起，可实现自动诊断、自动补偿、来料检测等高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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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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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生益科技

一一

３２，８２４，４７２．１９

－１２，５８３，６５４．８３

１２，５８３，６５４．８３

１２，５８３，６５４．８３

一一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报告期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净利润无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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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新设立子公司陕西秦尚数字物流设备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８３７

股票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６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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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以书面方式
（
直接或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
２、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在公司总部五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
方式召开。
３、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８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８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８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８人。
４、董事会会议的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龙兴元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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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的情况：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章程》的要求，变更后的
公司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８】票，弃权【
０】票，反对【
０】票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同意【
８】票，弃权【
０】票，反对【
０】票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秋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

本事项发表了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８】票，弃权【
０】票，反对【
０】票
中国证券报》、
上述第１、２、３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８３７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7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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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９日以书面方式（
直
接或电子邮件）发出会议通知。
２、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在公司办公楼２
号会议室召开。
３、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４名，实际到会４名。
４、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苏平先生主持。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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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的情况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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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审议通过了《
经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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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 ４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上述议案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报》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股票代码：０００８３７

股票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8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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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财政部发布 《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
企业会计
２０１９］６号），修订了《
２０１９］８号）、《
准则第１２号一债务重组》（
财会［
２０１９］９号）。 按照上述新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对有
关的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原因
１、新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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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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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明确具体准则适用范围进行修订。
３、债务重组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发布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债务重组》（
财会
［
２０１９］９号），对准则体系内部协调与债务重组定义进行了修订。
二、变更日期
１、新财务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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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日起执行，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
第７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准则。
３、债务重组
公司自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７日起，执行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
财会［
则第１２号一债务重组》（
２０１９］９号）准则。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的 《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财会［
式的通知》（
２０１９］６号）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执行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发布的关于印发
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
２０１９］８号），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发布的关
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债务重组》（
财会［
２０１９］９号）新准则。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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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
一）新财务报表格式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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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
求，公司将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如下：
１、资产负债表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两个项目。
１）将原“
证券代码：６００９７５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６２

股票简称：秦川机床

证券简称：新五丰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董事、监 事、高级 管 理 人
员

董晓军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０．０２９０６％ 其他方式取得：６６１，５３９股

６６１，５３９

备注：股份来源中“
其他方式取得”包括股权激励股票期权行权５８８，６３９股和公司实施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７２，９００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董晓军

减持比例

１０，０００

减持价格区间
（
元／股）

减持期间

０．０００４４％

２０１８／３／１２ ～２０１８／３／
１２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１８．２－１８．２ 不适用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董晓军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股权激励股票 期
竞价交易减持 ，
不 超 过 ：
按 市 场 权行权及公司实 个 人 资 金
不超过：１６５，３８４股
不 超 过 ：１６５，３８４ ２０１９／９／２４ ～
施资本公积 金转 安排需要
０．００７２７％
２０２０／３／２２ 价格
股
增股本

备注：
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董晓军先生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６６１，５３９股的２５．００％。
１、上述“
２、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
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减持计划是董晓军先生根据自身资金安排需要自主决定进行的减持。 在减持期间内，
董晓军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股份减持计
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
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
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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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的若干规定》《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董晓军先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单位：千元

单位：千元
变更后的 对应的原承诺
项目
项目
新增区域 区域配送中心
配送中心 项目、 自动化
建设项目 拣选中心项目

变更后项目
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１）

截至期末 项目达到
截至期末实际
本报告期实
投资进度 预定可使
累计投入金额
际投入金额
（
３）＝（
２）／ 用状态日
（
２）
期
（
１）

１，９５０，０００．０

７６，８１０．０

１，３９７，８１１．４

７１．７％

２０２０年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不适
用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不适
用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１、变更原因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项目建设规划，有序开展募集资金投入，
持续推进公司自动化拣选中心和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部分自动化拣选中心
和区域配送中心已建成交付并投入运营，由于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公司积极实
施项目成本管控， 同时公司根据项目属地业务的仓储及运力需求实施分批建
设，并对建设方案进行合理优化，使得资金投资规模得到较好的控制。 经审慎论
证及测算，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和部分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募
集资金会产生一定节余。 其中，区域配送中心项目之长春二期区域配送中心项
目，由于公司内部业务规划所需，长春二期实施主体由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苏
宁电器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长春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长春苏宁易达物流有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投资内容未发生改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变。
明（
分具体项目）
本次公司将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和将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
更为新增区域配送中心建设项目，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加快公司
物流平台建设。
２、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２０１８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
募投项目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３、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１１月８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披露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２０１８－
１２６号）、《
２０１８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８－１３８号）。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无
因（
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无
况说明

②

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物流运输业务发展项目
单位：千元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投
入募集资金总
额（
１）

物流运 输 自动化拣
业 务发展 选中心项
项目
目

１，２２０，０００．０

变更后的
项目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２０，２４５．５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
２）
５８，５５５．６

变更后的项
截至期末投 项目达到预 本报告期
是否达到 目可行性是
资进度（
３）＝ 定可使用状 实现的效
预计效益 否发生重大
（
态日期
益
２）／（
１）
变化
４．８％

２０２１年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１、变更原因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项目建设规划，有序开展募集资金投入，持续推进公司
自动化拣选中心和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 部分自动化拣选中心和区域配送中心已建成交付
并投入运营，由于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公司积极实施项目成本管控，同时公司根据项目属地业
务的仓储及运力需求实施分批建设，并对建设方案进行合理优化，使得资金投资规模得到较好
的控制。 经审慎论证及测算，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和部分区域配送中心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
募集资金会产生一定节余。
本次公司将自动化拣选中心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物流交通运输发展项目， 将有利于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提高苏宁物流运输运营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效率，促进苏宁物流服务
明（
分具体项目）
的精准、高效、快捷。
２、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２０１８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
３、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０日、１１月８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披露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２０１８－１２６号）、《
２０１８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８－１３８号）。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无
因（
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无
况说明

③

将改造店项目全部节余募集资金和租赁店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新增区域配送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投
入募集资金总
额（
１）

新增区域
改造店项
配送中心
目、租赁店
建设项目
项目
（
二）

２，９７７，９２６．６

变更后的
项目

本报告期实
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
２）

０

０

截至期末投 项目达到预
资进度（
３）＝ 定可使用状
（
态日期
２）／（
１）

０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２０２２年

１、变更原因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项目建设规划， 有序开展公司租赁店项目和改造店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推进公司互联网门店苏宁易购云店的开设和改造，通过对２０２家门店改造
升级，通过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进一步促进公司线上线下场景的融合，提
升了门店规模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围绕全国范围内的核心商圈开设云店，加强获客能力，完善
线下门店网络布局，截至２０１９年５月３１日租赁店项目投入募资资金新开云店１４３家。 由于受到行
业发展变化带来的影响，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公司通过合理规划设计使得前述项目资金投资规
模得到较好的控制，此外受店面资源的稀缺性、商圈位置布局等影响，租赁店项目开店速度有
所放缓，公司将结合开店计划，有序推进公司云店的开设。 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募集
资金闲置，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用于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司物流业务的发展能力，为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公司零售业务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仍为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
明（
分具体项目）
公司将持续关注消费者需求，加大在后台购物流程的优化、信息系统的流畅、物流时效的满足、
售后服务的需求等方面的投入，致力于不断提升消费者购物体验。
２、决策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
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投项目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
见。
３、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９日、７月１６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披露了 《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２０１９－０６５号）、《
２０１９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９－０７２号）。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无
因（
分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无
况说明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进行信息披露，
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２４

股票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40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财务
总监交流任职暨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国资监管企业财务总监交流任职管理的相关规定，拟
安排公司财务总监刘万超先生前往其他国资监管企业交流任职，推荐张秋玲女士为我公司财
务总监的拟任人选。
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总经理李强先生提名由张秋玲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同
时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秘书一职， 以上职务任期与本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一致。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张秋玲女士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 独立董事也发表了同意意
见。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秋玲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张秋玲女士简历见附件）。
公司原财务总监刘万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万超先生持
有本公司股份８０００股，其所持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承诺管理。 公司董事会对
刘万超先生在担任财务总监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张秋玲女士个人简历
张秋玲，女，汉族，陕西华县人，１９７５年７月出生，１９９７年７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陕西法士特集团公司财务总部财务一
处副处长、处长、成本管理处处长、财务总部副部长，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总部部长、党支部书记。 现任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财务总监、党委委员。
截至本公告日，张秋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中心建设项目（
二）

(上接 B209 版)

股票代码：０００８３７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３５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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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拟减持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日，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本公司”）副总经理董晓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６６１，５３９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０．０２９０６％。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董晓军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６个月
内（
即减持期间自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２日），采用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减持不
超过１６５，３８４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０．００７２７％。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配股等事项，减持股份数、股权比例将相应调整，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期限
制，期间将停止减持股份。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两个项目。
２）将原“
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资产负债表日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
３）新增“
合收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２、利润表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情形导致
１）新增“
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反映企业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
２）新增“
和计量》（
财会【
２０１７】７ 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确认的信用损失。
（
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之后。
３）将“
（
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４）将原“
－” 号填列）”。
３、现金流量表
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
相关，均在“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４、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明确了“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
本”项目，反映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
额。
（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１、重新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了货币性资产是
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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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披露要求等。
三）债务重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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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范的金融
工具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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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４、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六、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一）新财务报表格式
公司根据《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
表，仅对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项目填列口径产生影响，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财务指
标。
（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非货币性
财会［
资产交换》（
２０１９］８号），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
本准则进行调整，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进行追溯调整。
（
三）债务重组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１２ 号一债务重
组》（
财会［
２０１９］９号），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对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印发〈
企业会计准则第４２号一持有待售的
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通知》（
财会［
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２０１７］１３号）及《
第１６号一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７］１５号）的文件规定，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２０１７年年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
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七、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及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
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章程》的要求，变更后的
公司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八、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
关于修订印发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
企业会计准则第７号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
企
２０１９］６号）、以及新修订的《
２０１９］８号）、《
业会计准则第１２号一债务重组》（
财会［
企业会计
２０１９］９号），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
准则》及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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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营成
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九、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有关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
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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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８９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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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和
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情况概述
１、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以下简称“
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４月３０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
财会〔
以下简称“
财会〔
２０１９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２０１９〕６号）（
２０１９〕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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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
２、变更日期
根据前述规定，公司于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３、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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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五丰”或
公司”）２４位董事、监事、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截至
“
有限合伙）持有通过非公开发行取得的新五丰无限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售流通股４，６１０，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７１％。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有限合伙） 自本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至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股数不
超过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２５％，即拟减持不超过１，１５２，５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０．１８％（
若
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数量进行相应处理）。 减持价格将
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有限合伙）《
告知函》，现将此次拟减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０日，公司收到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５％以下股东
伙）

持股数量（
股）
４，６１０，０００

持股比
例

当前持股股份
来源

非公开发行取得：４，６１０，
０．７１％
０００股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２４位董事、监事、中高层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股东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
股）
３４０，０００

减持比例
０．０５％

减持期间
２０１８／７／９～２０１８／７／
１０

减持价格区间
（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
披露日期

４．３７－４．４６ 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９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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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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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和“
应收账款”二个项
１、将资产负债表原“
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和“
应付账款”二个项
２、将资产负债表原“
目。
交易性金融资产”、“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
３、在资产负债表新增“
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
持续经营净利润”项目。
４、在利润表新增“
５、在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
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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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无实质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
《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本次会计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和颁布的
会计准则等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１、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政策要求，能
够更准确、可靠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２、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
１）公司根据财政部颁发的财会〔
２０１９〕６号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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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内容。
五、备查文件
１、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９0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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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期间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 不 超 过 ：１， 不 超 过 ： 竞价交 易 减 持 ， 不 ２０１９／９／２４
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５２，５００股
超过：１，１５２，５００股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
０．１８％

拟减持股 拟减持
份来源
原因

通过非公
自身资
～ 按市场价
开发行取
格
金需求
得

（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
承诺
√是 □否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２０１５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
根据《
有限合伙）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３６个月内不得转让。
案，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证监会公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干规定》（
２０１７］９号）、《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有限合伙）将根据市场情况、新五丰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为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正常减持行为，长沙新翔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仍将长期坚定看好新五丰未来发展。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本次减持股东均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影
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
三）其他风险提示
无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子公司南京苏宁百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宁百货”）并购了３７家万达百货公司的
１００％股权，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苏宁百货向银行申请了并购贷款，为支持该笔融资，公司计
划为苏宁百货提供最高额不超过１６２，０００万元的担保。 该笔担保额度占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
净资产的１．８４％。
上述对外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相关事
宜和签署相关文件。
二、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南京苏宁百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６９９－１９号２幢
法定代表人：龚震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１００％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苏宁百货下属子公司主要从事百货业务。 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３１日苏宁百货（
母公司）总资产
人民币４１．９７亿元，总负债人民币２８．８２亿元，净资产人民币１３．１５亿元，资产负债率６８．６７％，２０１９
年１－７月实现净利润人民币－０．２８亿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宁百货，其主要从事百货业务的运营，经营情
况稳健，拥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公司能够对其进行业务、资金、财务等风险的管控，本次公司为
其融资提供担保，将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有效盘活公司资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以上担保内容符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制度规范要求。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扣除已解除的担保，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
民币２，２０４，７０８．００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３３０，０００．００万元，担保公司苏宁
融资担保（
天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宁融资担保”）为客户提供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不超
过人民币３００，０００．００万元，合计占公司２０１８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３２．１４％。
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５０８，６８７．７９万元， 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１０４，０００．００万元， 苏宁融资担保为客户提供融资性担保责任余额人民币
４９，４３５．３１万元，合计占公司２０１８年经审计净资产的７．５１％。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五、备查文件
１、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苏宁百货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０２４

证券简称：苏宁易购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９1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电子邮箱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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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公司电子邮箱更好地体现公司的品牌特点，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形象，公司对电
子邮箱进行了变更，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自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起， 公司电子邮箱地址变更为 “
ｓｔｏｃｋ＠ｓｕｎｉｎｇ．ｃｏｍ”； 原电子邮箱地址
“
ｓｔｏｃｋ＠ｃｎｓｕｎｉｎｇ．ｃｏｍ”将不再使用。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办公地址、电话、传真等其他联系方式
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若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３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