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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江苏科特美新材料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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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雅克科技” 或“甲方” ）基于公司总体

战略规划，为进一步完善在光刻胶领域的布局，公司与江苏科特美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科特美” ）控股股东许春栋（以下称“交易对方”或“乙方”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现金人民币10,354.50万元购买许春栋持有的江苏科特美45%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直接持有江苏科特美55%的股权，江苏科特美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苏公W[2020]E1409号审阅报告，截

止2019年12月31日，江苏科特美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7,599.20万元，雅克科技2019年12月31日经

审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507,049.68万元；2019年度， 江苏科特美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7,300.09

万元，雅克科技2019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83,238.52万元；2019年度，江苏科特美的

净利润为人民币-2,651.45万元， 雅克科技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9,264.31万元；

上述财务指标中，江苏科特美2019年度的营业收入占雅克科技当年比例为20.36%,其余有关财

务指标均低于雅克科技最近一期经审计相关财务指标的10%。 本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10,

354.50万元，雅克科技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人民币441,759.62万元，交易金额亦低于雅

克科技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0%。

综上所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在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概述

许春栋

许春栋，男，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32028219930508****，住所江苏省宜兴市宜城镇城市嘉

苑*幢，现任江苏高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苏科特美总经理。

交易对方与雅克科技不存在关联关系，与雅克科技及雅克科技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造成雅克科技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春栋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

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科特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宜兴市徐舍镇振丰东路2号

法定代表人：许春栋

注册资本：2301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新材料、光刻胶的技术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16年10月24日

营业期限：长期

江苏科特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经营实体公司为韩国株式会社COTEM公司 （英文名称：

Cotem� Co.,� Ltd.）。韩国COTEM公司成立日期为2005年10月13日，公司住所位于韩国京畿道

坡州市文山邑堂洞2路40号。韩国COTEM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制造业务（平面显示屏相关

产品、零部件制造）；进出口业务（平面显示屏相关产品、零部件以及部分产品）；批发、零售业

务；服务业（包括电力、电子相关研究、开发）；其他与上述业务目的具有直接、间接关联性、辅

助或者协助作用的所有业务、事项、项目以及活动。

2、本次交易完成前后标的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例 本次交易后持股比列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55.0000%

许春栋 83.0465% 38.0465%

勇晓京 2.6076% 2.6076%

沈建平 1.7384% 1.7384%

芮一云 0.8692% 0.8692%

郑旭东 0.8692% 0.8692%

杨文浩 0.8692% 0.8692%

合计 100.00% 100.00%

3、由于疫情影响，境内审计机构无法前往韩国开展现场审计，公司委托了韩国大洲会计

师事务所对江苏科特美公司的经营实体韩国COTEM公司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进行了审计。依据韩国大洲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COTEM公司2019

年和2020年上半年的专门审计报告，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2019年

和2020年上半年江苏科特美公司的合并审阅报告。根据审阅报告，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

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06.30/2020年上半年 2019.12.31/2019年

资产总额 32,973.60 37,599.21

负债总额 10,959.30 11,961.70

净资产 22,014.30 25,637.50

应收款项总额 3,887.83 4,617.72

营业收入 11,610.88 37,300.09

营业利润 -1,442.62 -3,616.88

净利润 -1,283.43 -2,65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17 74.11

注：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标的公司不存在重要或有事项及或有负债。

4、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为许春栋持有的江苏科特美公司45%的股权。交易对方承诺，上述交易股权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

等司法措施；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事项等。在江苏科特美公司章程中，不存在法律法

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本次交易为江苏科特美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

涉及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1、经各方协商，甲方将以现金方式受让乙方持有的江苏科特美公司45%的股权（代表合

计10,354.50万元的公司实收资本）（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标的” 或“本次交易” ）。本次交

易完成后，甲方将持有江苏科特美公司55%的股权（代表12,705.00万元的注册资本）。甲方受

让乙方持有的江苏科特美公司45%股权的作价为人民币10,354.50万元。

2、交易价款的支付方式：

（1）甲方同意在本协议签署之日，将本次股权转让价款的50%（即5,177.25万元）付至乙

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2）甲方同意自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起五（5）个工作日内，将本

次股权转让价款的50%（即5,177.25万元）付至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3、股权转让手续的办理：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十（10）个工作日

内，协议各方将协同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本次股权转让的先决条件：

（1）乙方合法、清晰、完整的持有标的股权，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设定信托或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不存在遭到任何第三人追索或提出权利请求的潜在风险，亦不存在其

他任何瑕疵。

（2）乙方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具有签署及履行本协议的充分的民事权利

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且本协议条款构成对乙方的合法、有效、有约束力并可执行的义务及责

任。

（3）乙方向甲方披露的事项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因乙方未披露或披露不实而

可能造成甲方任何损失的情形。

（4）乙方保证江苏科特美公司的股东同意并确认，在基准日至标的股权交割期间，标的

公司不进行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5） 甲方已依据甲方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要求履行上市公司对本协议及本协议项

下股权转让事宜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程序。

如果上述的任何一项先决条件不能满足，各方应就先决条件的全部或部分豁免或者终止

本协议进行协商，并尽力争取达成一致意见。若各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或一致决定终止本协

议，本协议及交易自各方协商一致之日起终止，如甲方因此受到损失的，乙方应予以全额赔

偿。

（二）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中，江苏科特美100%股权作价人民币23,010万元，本次交易的45%股权作价为人

民币10,354.50万元。

本次交易中江苏科特美100%股权作价高于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审阅的截止2020年6

月30日账面净资产约985.70万元，溢价比例约4.48%。江苏科特美100%股权作价高于净资产的

原因具体如下：

第一，本次交易完成后，雅克科技将取得江苏科特美公司的55%股权并形成绝对控股，将

对江苏科特美下属的韩国经营实体韩国Cotem公司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等重大决策有决定权

并开展有效的控制与管理，取得江苏科特美的控股权会形成一定的溢价。

第二， 江苏科特美下属的韩国经营实体Cotem公司主要业务是TFT-PR光刻胶及光刻胶

辅助材料（显影液、清洗液等）、BM树脂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且与LG显示器有限公

司（英文名称：LG� Display� Co.,� Ltd.）形成了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在公司取得江苏科特美的

控股权后， 可以租用Cotem公司在韩国未投入运营的第三工厂厂房完成彩色光刻胶生产线的

建设。同时，在彩色光刻胶生产线的建设过程中获得来自Cotem公司关于人员、技术、生产工艺

方面的支持，争取早日顺利通过LG显示屏有限公司对于彩色光刻胶生产线的供应商认证。

第三，本次交易完成以后，公司将同时拥有面板类彩色光刻胶、TFT-PR光刻胶和光刻胶

辅助材料等品类的技术、生产工艺和客户等优质资源，并且结合公司现有的半导体材料平台

的经营资源，充分发挥产业并购后的协同整合效应，在未来期间促进江苏科特美公司经营业

绩的提升。

基于以上江苏科特美公司和韩国Cotem公司的具体经营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作价以江苏

科特美公司的实收资本为基础，并由双方协商确定。

（三）购买股权的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支付款项的资金来源为上市公司的自有资金。

五、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事宜。本次交易属于股权收购，江苏科特美及其韩

国经营实体COTEM与员工的劳动合同关系不做变更，同时不涉及其他的人员补偿等事宜。本

次交易不属于与雅克科技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的交易，不涉及收购资产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

人在人员、资产、财务等的区分。

六、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股权收购的目的

雅克科技目前拥有电子材料、LNG保温复合材料和阻燃剂等三大业务板块， 其中电子材

料板块在营业收入、利润和盈利能力等财务指标方面，以及在客户构成、技术先进性和生产管

理水平等经营维度，都是公司业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目前雅克科技的电子材料业务覆盖芯片制造、集成电路封装和面板制造等多个电子制造

领域，具体产品包括半导体前驱体材料、半导体浅沟槽隔离绝缘材料、电子特种气体、硅微粉

和面板彩色光刻胶等电子材料以及半导体和面板生产线用电子化学品输送设备（Liquid�

Chemical� Delivery� System）等设备领域。

光刻胶是半导体、LCD、PCB�等产业重要原料之一， 且在未来技术升级过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可以说是驱动产品更新换代、性能提升的核心关键材料。近两年，公司审时度势，吸取中

美贸易摩擦、日韩半导体材料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在大力打造半导体材料和耗材产业链的

同时，针对国内光刻胶自给率低、高度依赖进口、供应安全无法保证的痛点，紧密跟随全球面

板产能快速向中国转移的行业趋势， 通过前期在韩国并购UP� Chemical过程中建立的商业资

源、产业信息渠道优势，积极开拓光刻胶业务，首先从面板用光刻胶着手，并战略布局半导体

用光刻胶业务。 根据Research� And� Markets公司 “Global� and� China� Photoresist� Industry�

Report,� 2019-2025” 数据，2018年全球光刻胶市场87亿美元，年均增长5.7%，其中中国市场为

72.8亿人民币，占全球市场的12.1%；其中根据SEMI数据，2018年全球半导体光刻胶市场为17.3

亿美元；根据智研资讯报告，2018年全球LCD用光刻胶市场在20亿美元左右，是最大的单一应

用市场，其中中国市场10亿美元，国外企业占据90%以上的市场。

面板光刻胶可分为LCD用胶和OLED用胶。 其中LCD用光刻胶可分为正胶（TFT-PR）、

彩色光刻胶和触摸屏用光刻胶等。2020年2月，公司下属斯洋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洋

国际” ）与韩国LG化学签署《业务转让协议》，以580亿韩元的价格（以2020年2月25日韩元汇

率中间价1元人民币对韩元173.37元为基准，约合人民币33,454.46万元）购买LG化学下属的彩

色光刻胶事业部的部分经营性资产。 自2020年7月6日起，LG化学新发生的彩色光刻胶相关的

销售、采购等经营合同项下相关权利义务全部由斯洋国际在韩国具体承接彩色光刻胶业务的

实体子公司斯洋韩国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和承担。LG化学在电子材料行业知名度较高， 具有技

术先进性，并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通过对LG化学彩色光刻胶的资产收购，新增的彩色光刻胶

业务将丰富电子材料业务板块的产品种类。 雅克科技通过本次对江苏科特美公司的股权收

购，在光刻胶这一主要的电子材料细分领域，公司将同时掌握彩色光刻胶和TFT-PR光刻胶

的技术、生产工艺和全球知名大客户资源，并成为LG显示屏有限公司的长期供应商，成为全球

主要的面板光刻胶供应商之一。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导向。近年来国家出台的多项产业政策明确了包括光刻

胶在内的电子化学材料业务已成为我国重点发展的新材料产业。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可以同

时拥有TFT-PR光刻胶和彩色光刻胶的关键技术， 在生产经营上减少对国外企业的依赖，并

且填补国内相关技术的空白。同时，通过与国内显示屏产业主要客户的业务合作，公司将逐步

引进吸收相关技术，并为将来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生产光刻胶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次交易， 是公司基于对江苏科特美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其价值的认可，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优化整体资源配置，符合公司布局包括光刻胶在

内的电子化学材料业务的发展战略。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将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拓宽盈利范

围，有利于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实施，提高决策效率。

（二）股权收购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江苏科特美公司在2020年上半年的净利润为-1,283.43万元， 主要原因包括：1）2020年上

半年因为包括韩国及周边国家和地区受到疫情的直接影响，面板类市场需求受到抑制从而导

致了对光刻胶的需求下降。2） 韩国主要客户LG显示器公司2020年上半年第七工厂和第八工

厂生产线搬迁，因阶段性停产导致对经营实体COTEM公司的光刻胶采购数量下降。3）经营

实体COTEM公司在2020年停止了部分毛利率较低的配套试剂单纯贸易业务。

2020年下半年，对销售影响的上述不利因素已得到扭转。1）因为疫情导致远程办公和远

程教学等方式普及推广，带来面板类产品市场需求回升及价格逐步走高，从而带动面板类光

刻胶的需求量增长。2） 韩国主要客户LG显示器公司第七工厂和第八工厂目前已正常生产运

营，对经营实体COTEM的TFT-PR光刻胶采购数量上升。3）随着5G通讯网络的加速推广，拉

动了新型手机需求的增长， 经营实体COTEM对LG显示器公司广州公司OLED类光刻胶供应

数量上升。4）雅克科技利用自身经营资源，有效地推动了经营实体COTEM实现对华星光电

等大中华地区面板类制造商的销售开拓，2020年下半年对大中华地区客户的销售将有一定幅

度的增长。因此，预计江苏科特美公司在2020年下半年将实现经营盈利。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交易行为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

响。

（三）股权收购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雅克科技将拥有江苏科特美公司55%的股权，江苏科特美公司将成

为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为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同时考虑

到本次股权收购作价以江苏科特美公司实收资本为基础，股权作价对江苏科特美公司净资产

的溢价比例仅为4.48%,本次股权收购未做相应的资产评估，因此不涉及公允价值的调整。雅克

科技在对江苏科特美公司的合并报表时，将不会变更其目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七、备查文件

1、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决定》；

2、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公W[2020]E1409号审阅报告；

3、韩国大洲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

4、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雅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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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独立董事 秦海岩 工作原因 俞卫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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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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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能股份 600642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谢峰 周鸣

电话 021-63900642、33570888 021-63900642、33570888

办公地址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8楼 上海市虹井路159号5楼

电子信箱 zhengquan@shenergy.com.cn zhengquan@shenergy.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9,664,071,543.98 67,944,070,511.90 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9,648,935,611.80 29,603,575,069.37 0.15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64,690,212.08 3,017,397,935.39 -1.75

营业收入 9,176,318,638.55 19,581,530,842.14 -53.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55,884,322.03 1,296,307,772.59 -10.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5,910,706.14 1,194,886,595.69 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3 4.85 减少1.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5 0.285 -17.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5 0.285 -1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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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33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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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47 2,626,545,766 360,000,000 无 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14 399,860,123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52 222,086,43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国有法人 1.75 86,002,383 0 无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1.53 75,317,888 0 无 0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3 55,532,250 0 无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4 51,136,9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

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40,037,181 0 无 0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8 28,395,455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国有法人 0.45 21,899,95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曾获得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的信息。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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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经济下行和资本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影响，给公司生产经营带

来诸多挑战。公司紧紧围绕集团“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的要求，勇担

责任，主动作为、统筹兼顾、积极应对，全力做好疫情防控之下的能源保供、经营管理、转型发

展等工作。

1、积极开展经营工作，经营业绩企稳回升

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国内外经济活动出现阶段性停摆，国际国内经济下行超出预期。

生产经营指标同比下降，好于预期。供需两端的收缩导致全社会用电量减少。1-6月份，公

司控股发电量182.7亿千瓦时，同比减少1.0亿千瓦时，降幅0.5%。控股供热量540.6万吉焦，同比

减少28.7万吉焦，降幅5%。油当量10.8万吨，同比减少0.3万吨，降幅2.7%。公司营业收入91.76亿

元，实现净利润11.56亿元。原煤消耗总量为409万吨，同比减少5.1%；平均耗用标煤单价为632

元/吨，同比下降44元/吨，降幅达6.6%，其中，市内煤电企业耗用标煤均价为645元/吨，同比下

降7.5%。

外拓市场、内强管理，多措并举谋效益。在国内外不利形势下，公司通过大力拓展电力市

场、加强燃料统筹管理、调整油气销售策略、把握机遇开展融资工作等，努力将疫情造成的损

失降到最低。公司开展了基数调节电量跨省跨区发电权交易，完成了吴二～青海、外三～新疆

清洁能源置换交易；顺应燃煤电价“基准+浮动”机制，全力争取多发有效益的电；加大燃煤企

业经济煤种掺烧力度，积极推进外二、外三污泥掺烧工作；统筹推进燃机电厂备品备件联合储

备共享中心建设， 进一步促进资源共享； 成功发行2020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利率

2.03%，创历史新低，节约财务费用年化约3500万元；通过间接融资方式，节约财务费用年化约

1300万元；同时协助系统企业获取低利率贷款，进一步降低整体融资成本。

2、落实安全防控责任，能源保供平稳受控

复工复产落实到位，安全生产可控在控。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积极落实各级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及时出台疫情防控、能源保供、复工复产等相关措施，并相机决策、动态调整各阶段应对

策略，有效确保全市电、气的安全平稳供应。

安全检查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深入推进。公司积极开展安全生产集中整治、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上半年组织开展各类安全检查36次，督促系统企业认真开展隐患排查

治理。

网络安全防护到位，信息系统稳定运行。组织实施了互联网区信息系统网络安全自查工

作。全面梳理了信息系统、应用和端口的使用情况，对重要信息系统开展渗透测试，查找网络

安全隐患点并加以整改；严格按照等保2.0要求对各信息系统开展等保测评相关工作，查漏补

缺，确保了信息系统的安全可靠性。

3、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发展稳步推进

稳步建设国家示范工程。 多措并举， 克服疫情带来的影响， 积极组织推进平山二期

1350MW机组国家示范工程项目，完成了冷却塔结构到顶、厂用电系统受电、锅炉水压试验等

工程重要节点目标。

积极推进新能源开发建设。上半年新能源权益装机容量新增59.2万千瓦，累计达169.2万

千瓦，比去年底增加54%；占总装机比重14%，比去年底上升4.4个百分点。

有序开展油气勘探开发。“柯坪南1井” 努力克服疫情对工程影响，目前已钻井深2766m；

同时项目已启动微生物油气检测等工作。 完成东海平湖油气田OBN新三维地震各项准备工

作。

加快拓展新兴能源业务。积极拓展分散式供电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项目装机规模达

23兆瓦。启动了外三火电和储能联合运行试验项目，为华东地区大型机组火储联合运行首例

项目。推进市外售电业务，与宁夏伊利乳业等4家企业签订了电力交易代理协议。

创造条件推进海外项目。海外生物质颗粒贸易已签订总量20万吨国际贸易合同，并开展

了首单贸易；启动越南北江市垃圾处理厂项目的前期工作。

4、不断提升内涵发展，持续增强竞争实力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上半年，公司系统获批1项新增专利。上海油气《平湖油气田深部高温

高压油气藏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通过专家组验收。风光储信息系统不断优化完善，并推广

应用。微网储能2.0实现了架构优化及标准化设计，对BMS系统进行研发及集成应用，并撰写和

申报了三项专利。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上半年，煤电机组负荷率为66.52%，同比下降1.73个百分点；系统火电

机组实现供电煤耗278.24克/千瓦时，同比下降4.15克/千瓦时，供电煤耗整体水平进一步降低。

公司系统煤电企业脱硫投运率100%，脱硫效率99.19%，脱硝投运率99.8%，脱硝效率88.46%，烟

尘排放浓度1.16mg/m3，二氧化硫排放浓度12mg/m3，氮氧化物排放浓度24.12mg/m3。燃机电

厂氮氧化物排放浓度34.17mg/m3。崇明发电“反渗透浓水回用及零排放技术研究” 项目5月底

正式投运，外三发电“脱硫废水短流程零排放关键技术研究” 项目已进入实验室小试。外二、

外三开展掺烧污泥，并推进相关环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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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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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642� �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7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在上海召开。 公司于2020

年8月17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0名，独立董事秦海岩委

托独立董事俞卫锋代为表决。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倪斌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 《申能股份有限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公

告》）。

三、以全票同意，一致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报告》（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42� �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2020-038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在上海召开。 公司于2020

年8月17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5名，参加表决监事5名。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俞雪纯主持，审核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全票同意，一致审核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以全票同意，一致审核通过了《关于执行新收入准则调整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报

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

公告》）。

三、以全票同意，一致审核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注销募集资金账户的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642� �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9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

会计政策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损益、总资产、净资产

等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

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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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执

行。

2、会计处理方式

根据准则要求及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同时按照

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

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3、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

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仅涉及调整2020年合并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期初

数，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1月1日

负债：

预收款项 148,453,758.40 -

合同负债 - 148,453,758.40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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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截

至2020年6月30日的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具体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9]684号）核准，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能（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360,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5.5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8,360.00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含税）人民币888.94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7,471.06万元。截

至2019年6月18日止， 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费及承销费用的金额已全部划转至公司指

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

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上会师报字(2019)第4428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申能

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 公司于2019年7月15日签署以下募集资金监管协

议：

1、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一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及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瑞银证券” ）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2、公司与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瑞银证券；与淮北

申能发电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支行、瑞银证券；与淮北申能发电

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瑞银证券；与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普陀支行、瑞银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四方

监管协议》” ）；

3、公司与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普陀支行及瑞银证券签署了 《募集资金五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五方监管协

议》” ）。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四方监管协议》、《五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上述各方均严格履行上述协议。

公司对募集资金账户的使用严格履行内部审批程序，确保专款专用。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一支行 31050162360000003340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440377777948

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441677882059

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卢湾支行 1001208719300022949

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 310066661018800278893

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普陀支行 98140078801500001242

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普陀支行 98140078801800001237

截至2020年5月27日止，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使用完

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7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

金专户中节余募集资金4.69万元（全部为利息结余）转入公司非募集资金账户。公司已办理完

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后，公司与相关各方签署的《募集资

金三/四/五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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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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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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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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普莱柯 6035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锐 /

电话 0379-63282386 /

办公地址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政和路15号 /

电子信箱 ir@pulike.com.cn /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835,870,682.25 1,905,460,495.00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04,598,612.64 1,658,042,540.88 -3.2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404,073.53 2,386,018.47 2,724.96

营业收入 421,758,167.79 319,582,490.30 3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026,748.15 65,076,849.73 84.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2,230,868.70 44,615,454.42 129.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8 3.99 增加3.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0.20 9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 0.2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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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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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张许科 境内自然人 33.47 107,619,672 0 无 0

孙进忠 境内自然人 14.29 45,947,048 0 无 0

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4.98 15,999,915 0 无 0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其他 1.85 5,957,000 0 无 0

胡伟 境内自然人 1.30 4,186,720 0 无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未知 1.30 4,172,800 0 无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消费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8 3,787,600 0 无 0

李根龙 境内自然人 1.10 3,540,056 0 无 0

李海平 境内自然人 1.10 3,527,200 0 无 0

刘兴金 境内自然人 1.09 3,488,672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根龙与李海平系父女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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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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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和非洲猪瘟疫情的双重挑战下，我国养殖行业尤其是养猪业

经历了短暂低迷后开始逐渐恢复的过程。在国家对生猪养殖稳产保供政策和养殖主体非洲猪

瘟防控机制逐渐完善的保障下，我国生猪养殖量实现了持续增长。由于非洲猪瘟影响，猪肉供

应短缺带来替代性消费需求的增长，我国禽养殖业也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面对行情向好

的下游养殖环境，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战略导向，立足深厚的科技创新积淀，

积极抢抓行业机遇，取得了优异的业绩。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2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1.9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2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4.4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9.14%。

1、 科技创新成绩亮眼，夯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4,128.26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9.92%。研发成

果方面，公司获得鸡新城疫（基因Ⅶ型）系列联苗、兔三联灭活疫苗等新兽药证书3项；犬二联

（DP）疫苗顺利获得临床试验批件；提交国内发明专利申请14项，获得国内授权9项，国际授权

4项；公司新签订对外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金额1,440万元，确认收入1,065万元。

猪用疫苗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协同支持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开展非

洲猪瘟基因缺失活疫苗（HLJ/18-7GD株）的包含临床试验研究在内的研发工作，截至目前，

该项目临床试验工作进展顺利。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兽医研究所

合作开发的猪口蹄疫（O型、A型）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项目，目前进展顺利，有望于近期提交

临床试验申请。

禽用疫苗方面，报告期内，公司与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合作开发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H7

亚型）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完成临床试验申报，有望于近期获得临床试验批件；针对流行毒株

开发的禽用新城疫（基因Ⅶ型）二联、三联疫苗相继取得新兽药注册证书。同时，公司根据疫

病发展趋势和市场具体需求，积极布局多联多价禽用疫苗项目，致力于构建强大的产品技术

壁垒，推动禽用疫苗产品的升级换代。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联合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开发的狂犬病灭活疫苗已通过复审，即将

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犬二联（DP）顺利获得临床试验批件，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其他宠物用

疫苗、治疗性生物制品及化学药品项目按照研究计划稳步推进。

2、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营销变革成效显著

报告期内，经过销售团队的不懈努力，公司猪用疫苗、禽用疫苗及抗体、化学药品分别实

现销售收入0.97、1.81、1.27亿元，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79.45%、26.02%、21.14%，整体实现了经

营业绩大幅增长。

在营销体系升级变革方面，公司着力推动销售管理架构调整。在经销商经销、集团客户直

销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运营模式，多渠道进行市场开发。在人员聘用和选任方面，实行动

态赛马机制，同时优化完善绩效考核体系，细化绩效考核指标，提高业绩增量考核权重，为市

场开拓、业绩达成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销售管理方面，数字化营销平台投入运行，在

日常管理工作方面为营销体系赋能。

公司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积极开发并推广令用户满意的动保产品。作为公司近年来

推出的重磅产品，猪圆环支原体二联疫苗和禽法氏囊亚单位疫苗（三联、四联合计）分别占到

猪用疫苗和禽用疫苗总收入的1/3以上，并通过产品组合方案带动了其他产品的快速增长。在

养殖集团客户开发方面，公司导入项目制开发模式，集合公司内部的全部优势产品，建立“药

苗联动” 机制，致力于为用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报告期内，公司集团客户销售实现了29.20%

的增长。

3、投资项目发展势头良好，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普莱柯（南京）着力推进高致病性禽流感疫苗生产车间生物安全三级防护标

准升级改造及新版兽药GMP验收准备工作。 截至报告期末， 已完成生产车间的升级改造及

GMP验收准备，正在申请验收。

参股公司中普生物在报告期内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生产基地及检验设施生物安全

三级防护标准升级改造项目已基本完成， 并顺利获得猪口蹄疫 O�型、A�型二价灭活疫苗的

生产批准文号。

报告期内，参股公司中科基因持续构建实验室检测服务（ICL）、诊断产品（IVD)、合同研

发服务（CRO)、培训与咨询四大业务体系，发展势头良好，实现了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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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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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作

为境内上市企业，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要求，公司将根据首次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2020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数据不

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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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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