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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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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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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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黑芝麻 股票代码 0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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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耐坚 周淼怀

办公地址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厦5楼 广西南宁市双拥路36号南方食品大厦5楼

电话 0771-5308096 0771-5308080

电子信箱 nfhzm000716@nfhzm.com nfhzm000716@nfhz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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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469,862,146.93 1,985,193,408.90 -2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416,845.85 19,398,540.63 -24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471,500.39 10,734,135.49 -41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7,525,303.69 180,392,644.96 -29.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 0.026 -24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 0.026 -24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0% 0.71%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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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4,326,747.38 5,299,038,797.68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06,426,137.75 2,756,864,966.93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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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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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黑五类

食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63% 228,615,396 19,639,958 质押 172,035,695

刘世红 境内自然人 3.97% 29,645,107 22,233,830

王俊华 境内自然人 3.47% 25,873,833 0 质押 14,000,000

韦清文 境内自然人 3.33% 24,823,400 18,617,550 质押 17,723,400

李汉朝 境内自然人 1.41% 10,500,000 10,500,000 质押 7,700,000

李汉荣 境内自然人 1.41% 10,500,000 0 质押 7,700,000

李玉琦 境内自然人 1.34% 10,000,000 7,500,000 质押 7,450,000

#北京中外名

人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3% 6,922,788 0

北京东方华盖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5,079,614 0

杨泽 境内自然人 0.57% 4,290,290 2,972,83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自然人股东韦清文、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为黑五类集团的股东，存在关联关系；自然人

股东韦清文、李汉朝、李汉荣、李玉琦及黑五类集团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广西黑五类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总股份为228,615,

396�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18,615,396�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0,000,000�股。

2、 北京中外名人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总股份为 6,922,788�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2,788�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6,9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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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半年宏观经济形式分析

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 对我国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

2020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

二季度增长3.2%。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256亿元，同比下降11.4%，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6个百分点；

其中二季度下降3.9%，比一季度收窄15.1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一季度

回落1.1个百分点。从上半年尤其是二季度各个经济指标回升情况看，下半年经济的持续恢复是有支撑的。

疫情的冲击是可控的，中国经济自我调整能力是比较强的。

2020年已然过半，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世界经济受到重创。IMF在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表

示，新冠疫情将严重影响全球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预计2020年全球GDP增长将萎缩3%，这也是大萧条以来

全球第一次面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 且严重程度显著高于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

机。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方面为刺激经济大量超发货币，造成了通胀输出，同时也影响

了国际大宗原料价格行情的波动；另一方面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极大影响了世界进出口贸易的恢

复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二）公司经营受疫情影响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包括食品饮料业在内的各行业及我公司正常经营都带来了很大影响。特别是

一季度，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受疫情影响较去年同期出现较大下滑，复工复产出现一定困难，市场销售遇到较

大阻力。但是，随着国内疫情的迅速好转及公司的积极应对，二季度开始，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开始止跌回升；

特别是冲饮业务和电商业务恢复迅速。

（三）公司面对疫情采取的经营措施及取得的成效

公司针对疫情带来的各种经营困难，积极面对，统筹应对，采取了各项措施：

首先在疫情防控方面，公司在春节期间迅速响应，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集中采购了防疫用品，建

立了内部疫情反馈通道，采取了人性化延迟上班安排及科学的办公方式，制定了新冠肺炎疫情处理指南等。

其次在复工复产方面，统筹指导各个生产基地做好防疫和复产各项工作，积极协调做好原物料供应保

障工作，确保员工健康，确保产品品质，保障了主要工厂基地的迅速复产。

再次在业绩追赶方面，公司积极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一方面大力消化市场商业库存，另一方面大胆推

行战术增量举措，迅速在二季度扭转之前受到疫情影响导致市场下滑的不利局面。

另外在营销创新方面，公司也积极抓住疫情带来的各种营销商机。一是销售部门抓住疫情期间消费方

式变化的契机，积极拓展社区销售、线上销售等渠道机会。二是公司积极通过疫情公益活动进行品牌宣传，

特别是上半年开展了的大量公益赞助、免费公益广告等活动，极大传播了品牌音量，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三是公司洞察到疫情之下消费需求的变化，迅速开发了系列健康保健类产品，如红糖姜茶、黑芝麻

菊花茶、食养米等新品，快速推向市场，抢占消费先机。

经过公司上下的共同努力，二季度已经全面复工复产，各项经营工作基本进入正常轨道。整体经营情况

也在二季度已经开始明显好转，一些创新业务也将成为下半年业绩增量的机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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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本公司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

有关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新增“合同负债”科目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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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子公司

2020年4月公司将广西艺廷物流有限公司（原名为广西黑五类物流有限公司）转让给广西容县恒川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因此，自2020年5月起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广西南宁黑五类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不再纳

入合并范围。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子公司南方黑芝麻（广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设1家孙公司；子公司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新

设1家孙公司，本年纳入合并范围。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广西酥伊熙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6/15 南宁 200万人民币

上海乐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020/5/21 上海 50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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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

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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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1日以书面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

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各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形成相关决议，现公告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度报告

的格式和要求进行编制，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经营需要，董事会同意下属控股子公司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单笔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不超过两年、其他单笔业

务期限不超过一年的综合授信业务，并由本公司为其前述额度内的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同意下属全资子公

司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包括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本次向银行申请续借总额不超过25,000万元人

民币、单笔借款不超过一年期的流动资金借款，并由本公司为其前述额度内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为提高工作效率，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审批在以上额度之内相关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的法律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事项的决策权限在董事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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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1日以书面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

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及参会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经会议审议并表决，形成了相关决议，现公告如下：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全体监事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地反映了公司2020年上半年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公告内容。

备查文件：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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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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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担保金额：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拟为下属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45,000万元人民币（下同），被担保人的名称及金额为：

1、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南方黑芝麻” ），本次拟为其提供的担保额度不

超过20,000万元。

2、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礼多多” ）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本次拟为其提供的

担保额度累计不超过25,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公司董事、副总裁、上海礼多多总经理刘世红先生及其配偶承诺以其个人及

家庭全部财产为本公司对上海礼多多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余额及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68,900.35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99%。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担保。

一、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下属相关子公司因经营需要，拟向相关银行申请授信借款业务，并申请由本公司为其授信借款提

供担保，有关事项如下：

1、下属控股子公司广西南方黑芝麻本次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

行玉林分行” ）申请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期限为两年期的综合授信业务，其中：单一授信总额不超过20,

000万元，单笔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不超过两年，其他单笔业务期限不超过一年；授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流动

资金借款，在授信额度内以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广西南方黑芝麻申请由本公司为其前述综合授信业

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礼多多因2019年度的流动资金借款已陆续到期，本次拟继续向相关银行申请总

额度不超过25,000万元、单笔借款不超过一年的借款以解决经营所需要的流动资金。上海礼多多申请由本公

司为其（包括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前述额度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以全票通过同意下属的广西南方黑芝麻、上海礼多多（包括其下属全资子公司）向

银行申请融资并由本公司为其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中：为广西南方黑芝麻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

过20,000万元，单笔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不超过两年，其他单笔业务期限不超过一年（期限自放款之日起至借

款到期日止，具体以公司与出借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为上海礼多多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5,000万

元，单笔借款不超过一年（期限自放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日止，具体以公司与出借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

准）。

为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业务，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审批在以上额度之内相关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等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的相关公告内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事项的决策权限在董事会，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本公司属下控股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2005206926

3、注册地址：广西容县容州镇侨乡大道8号

4、成立日期：1999年8月13日

5、法定代表人：刘辉

6、注册资本：5,652万元

7、经营范围：饮料（固体饮料类）、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品）、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研磨加工品）、炒

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烘炒类）的生产、销售。

8、 股东及持股情况： 本公司出资5,649万元 （99.95%）， 广西容县南山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万

（0.0177%）、南宁市智感电子有限公司出资1万（0.0177%）、南宁市冠四海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万

（0.0177%）。

9、广西南方黑芝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资产状况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总资产（元） 1,223,139,412.66 1,279,326,977.14

负债总额(元） 492,322,370.46 529,046,084.7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59,710,000.00 232,01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92,283,268.46 529,022,150.75

净资产（元） 730,817,042.20 750,280,892.39

经营情况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6月

营业收入（元） 429,138,012.47 122,520,906.36

利润总额（元） -68,055,986.99 19,385,991.31

净利润（元） -67,820,817.18 19,463,850.19

注：上述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礼多多成立于2012年3月27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93122352N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1403号3001室

4、法定代表人：刘世红

5、注册资本：7,964.9703万元

6、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务），日用品、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数码

产品、食用农产品、服装服饰、鞋帽、箱包皮具、家用电器、预包装食品（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酒类）、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商务信息咨询（除经纪），

企业管理，仓储（除危险品），打包服务。

7、股东及持股情况：本公司持有上海礼多多100%股权，为其唯一股东。

8、上海礼多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元） 1,241,905,042.15 1,239,837,077.59

负债总额（元） 654,322,205.46 651,128,135.81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元） 240,766,680.00 248,8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元） 654,322,205.46 651,128,135.81

净资产（元） 587,582,836.69 588,708,941.78

经营情况

项目 2019年1一12月 2020年1一6月

营业收入（元） 2,210,343,686.48 920,433,831.16

利润总额（元） 117,806,728.10 15,703,457.85

净利润（元） 93,964,396.19 11,319,368.87

注：2019年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总额为拟申请的借款

金额，具体担保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自放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日止，具体时间以公司与出借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担保额度：本次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45,000万元，其中：为广西南方黑芝麻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

过20,000万元，为上海礼多多及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25,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广西南方黑芝麻、上海礼多多均为本公司主要的经营主体，为满足经营资金需求、保证公司经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董事会同意本次为其银行融资提供担保。

本次的担保对象广西南方黑芝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持股99.95%）、担保对象上海礼多多

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本次申请银行融资是为补充流动资金，以进一步扩大经营业绩，融资的必要性充

分；公司将通过加强资金管理，对其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实时掌握资金使用情况和担保风险

情况，保障公司整体资金安全运行；此外广西南方黑芝麻、上海礼多多经营稳定，盈利能力和实际偿债能力

较强，本次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可控制。

本次担保对公司和股东无不利影响，也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公司董事、副总裁、上海礼多多总经理刘世红先生及其配偶承诺以其个人及家庭全部财产为本公司

对上海礼多多上述额度的银行借款担保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合计为117,5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2.6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68,900.3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99%；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万元；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零，涉及诉讼的担

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均为零。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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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兴包装 股票代码 00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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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春华 王萍萍

办公地址

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号楼

19楼

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号楼

19楼

电话 0592-7896162 0592-7896162

电子信箱 zqb@hxpp.com.cn zqb@hxp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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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4,635,588.87 5,485,109,674.99 -1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196,462.47 133,757,105.20 3.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1,019,954.55 120,260,672.55 -1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6,948,140.48 178,736,146.28 2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1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9% 4.79%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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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4,340,587.47 6,512,305,837.19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52,421,464.56 3,029,964,985.03 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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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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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兴汇聚股

权投资管理有

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96% 397,173,280 0 质押 190,751,000

宏立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0.66% 124,703,040 0

徐勇 境内自然人 1.45% 16,905,463 0

夏平 境内自然人 1.28% 14,914,597 0

夏光淳 境内自然人 1.16% 13,571,180 0

兴 证 证 券 资

管 － 浦 发 银

行－兴证资管

鑫众15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7% 12,482,291 0

王静 境内自然人 1.00% 11,662,960 0

孙长根 境内自然人 0.99% 11,589,400 0

沈素芳 境内自然人 0.98% 11,459,470 0

李月美 境内自然人 0.80% 9,334,68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宏立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

于一致行动人：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的股东为许晓光、许晓荣、许天津、

吕秀英、石河子兴汇信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宏立投资的股东为许晓光、许晓荣；许天

津、吕秀英为配偶关系，许晓光、许晓荣为其子女；

2、上述夏平、徐勇、夏光淳、王静、孙长根、沈素芳、李月美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

致行动人：夏平与夏光淳为兄弟关系，王静为夏平妻子，徐勇、孙长根、沈素芳、李月美与夏

平为朋友、同事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股东， 公司股东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

有305,373,280股，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1,800,000

股，合计持有397,173,280股；公司股东徐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905,463股，通过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000,000股， 合计持有16,905,463

股；公司股东王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057,960股，通过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605,000股,合计持有11,662,960股；公司股东孙长根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0股， 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1,589,400

股,合计持有11,589,400股；公司股东沈素芳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51,470股，通过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1,008,000股, 合计持有11,45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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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及国内市场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及产业链上下游客户复工复产

延迟，各项业务开展受到一定的影响。公司采取了各项措施，在确保员工安全、健康的前提下，稳步有序恢复

公司各项经营活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6,463.56万元，同比下降13.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

819.65万元，同比增长3.32%。其中，2020年单二季度，公司各项主要经营指标同比实现大幅增长，第二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283,366.36万元， 同比增长8.6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41.51万元， 同比增长

55.02%。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工作事项概括如下：

(一)�加快募投项目建设与投产，有效提升公司产能

公司于2019年6月，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核准批文，并于2019年8月向社会公开

发行面值总额59,575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用于环保包装工业4.0智能工厂项

目（以下简称“环保包装4.0项目” ）和青岛合兴包装有限公司纸箱生产建设项目（以下简称“青岛合兴项

目” ）。环保包装4.0项目和青岛合兴项目建设期均为18个月，目前处于建设期。环保包装4.0项目第一期预计

2020年下半年第一条生产线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青岛合兴包装项目第一期于2020年5月第一条生产线

已投入使用。这两大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生产产能，提升产品层级，以进一步满足客户的需求。

(二)内生外延同步驱动，不断开发优质客户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团队保持稳定，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不断夯实主营业务。一方面在应对

外部环境变化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公司内部业务程序；另一方面公司通过业内领先的研发能力，结合自身的

生产工艺优势，为客户提供更高效的服务，不断增强客户的粘性。在实现原有客户采购量的提升，也积极开

发包括菜鸟、今麦郎等在内的新客户。

(三)重视投资关系管理，积极回馈全体股东

公司通过投资者来电、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关系活动等多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特别是社会公众投资者

的沟通和交流，及时解答投资者关心的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发展前景等问题，切实保

障投资者的公平获取信息的权利。对于投资者在深交所投资者互动平台的提问都能及时有效回复，回复率

100%，与投资者保持良好沟通。

同时，在股东分红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制定并实施了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中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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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合并 母公司

根据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

号一一收入》的相关规定。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

不受影响 不受影响

执行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的相关规定，新收入准则修

订的内容主要包括：

1、修订后的新收入准则将现行的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作出了明确规定。

根据新旧准则转换的衔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公司应当根据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

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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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范围新设增加二级子公司15家、三级子公司1家及分公司1家，转让及注销11家。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晓光

2020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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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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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

年8月27日在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号楼19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

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月17日发出，并获得董事确认。公司本届董事会有董事7人，亲自出席会议的

董事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许晓光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议程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

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公允地反映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情况。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详见2020年8月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同

时，半年报摘要刊载于2020年8月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于2020年8月29

日刊载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Ｏ二Ｏ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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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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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

年8月27日在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同安商务大厦2号楼19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8

月17日发出，并获得监事确认。公司本届监事会有监事3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郑恺靖先生召集并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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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请详见2020年8月29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同

时，半年报摘要刊载于2020年8月29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29日刊载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二Ｏ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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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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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9]974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5,957,500.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5,750,000.00元，扣

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15,641,108.48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80,108,891.52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9]第ZB11881号验资报

告。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1）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总额13,235.47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44,849.29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44,775.42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73.87万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情况及当期余额：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4,962.24万元，其中：环保包装工业4.0智能工厂项目支出3,503.36万元、青

岛合兴包装有限公司纸箱生产建设项目支出1,458.88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次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8,197.71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39,899.41万元（其中募集资金39,813.18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86.23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再次修订，并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的议案》。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10年7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

保证专款专用。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

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募集资金专户（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环保包 装工

业 4.0智能工

厂项目

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同安支行 40390001040050193 活期 46,763.27

中国工商银行厦门同安支行 4100028519200162222 活期 805,560.57

小计 852,323.84

青岛合 兴包

装有限公司

纸箱生产 建

设项目

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同安支行 35150198120100002106 活期 72,447.53

中国银行厦门同安支行 426077943335 活期 2,669,309.54

小计 2,741,757.07

合计 3,594,080.91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公司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4,962.24万元，其中：环保包装工业4.0智能工厂项目

支出3,503.36万元、青岛合兴包装有限公司纸箱生产建设项目支出1,458.88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1《2019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无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9年8月31日,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已投入自有资金88,056,818.45元，

其中湖北合信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投入环保包装工业4.0智能工厂建设项目73,471,185.00元，青岛合兴包

装有限公司投入青岛合兴包装有限公司纸箱生产建设项目14,585,633.45元。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进行置换。

公司用募投资金置换募投项目预先已实际投入的资金和公司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

报文件中关于本次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规划一致，预先投入资金的使用状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9]第ZB11905号）。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年9月10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2,000.00万元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余额39,540万元。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节余资金使用情况：无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超募资金使用情况：无

(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39,899.41万元，其中：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39,540.0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359.41万元。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

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二Ｏ年八月二十七日

附表1：

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20年 06�月 30�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8,010.89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4,962.2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18,197.7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环保包装工业

4.0智能工厂项

目

否

34,

444.65

34,

444.65

3,

503.36

13,909.03 40.38 注1 注1 注1 否

2、青岛合兴包装

有限公司纸箱生

产建设项目

否

29,

802.00

29,

802.00

1,

458.88

4,288.68 14.39

2020年5

月

-67.76 注2 否

合 计

64,

246.65

64,

246.65

4,

962.24

18,197.71 一一 -67.76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注1：湖北合信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建设期为18个月，目前处于建设期，第一期预计2020年下

半年第一条生产线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注2： 青岛合兴包装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建设期为18个月， 第一期2020年5月第一条生产线已投入使

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

额、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详见本报告三、（三）。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详见本报告三、（四）。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0年6月30日， 尚未使用的2019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39,899.41万元，其

中：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余额39,540.0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359.41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无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28� � �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0-04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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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6

2020年 8 月 29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关联交易的

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上投摩根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合同的规定，现将本基金自二级市场买

入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同业存单的相关交易信息披露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交易数量（张） 券面总额（元）

111905159 19建设银行CD159 1,000,000 100,000,000.00

111905171 19建设银行CD171 2,000,000 200,000,000.00

上述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且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况，在进行关联交易前已依照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9日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全部基金2020年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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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旗下

1.国开泰富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2.国开泰富开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国开泰富开航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20年中期报告全文于2020年8月29日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cdbsfund.com）和中国

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疑问可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010-59363299）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8月29日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中期报告提示性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中期报告所载资

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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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旗下西藏东财上证5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西藏东财中证通信技术主题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西藏东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西藏东财中证医药卫生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中期报告全文于2020年8月29日在公司网站（www.dongcaijijin.

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如有

疑问可拨打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210-107）咨询。

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西藏东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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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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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8月28日，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

文》 及其摘要详见于2020年8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16� � �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20-056

半年度

报告摘要

关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托管部

负责人变更的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根据工

作需要，任命刘波先生担任本公司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全

面主持资产托管部相关工作。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