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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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华科技 股票代码

00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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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士宝

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一期

B

座

1312

室

电话

0755-83432838

电子信箱

002288@chaohua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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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783,428.51 709,596,634.69 -2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457,219.10 32,162,523.69 -22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560,202.84 37,932,270.68 -154.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250,243.09 63,134,373.33 -50.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24 0.0345 -222.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24 0.0345 -22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4% 2.05%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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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8,812,461.97 3,204,187,061.85 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2,112,086.22 1,578,333,829.89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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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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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健锋 境内自然人

18.43% 171,723,040 128,792,280

质押

170,863,035

冻结

102,000,000

常州京控泰丰

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43% 125,111,800 0

质押

36,657,682

梁俊丰 境内自然人

3.51% 32,711,300 0

质押

8,800,100

天 风 天 成 资

管

－

招商证券

－

天风天成科瑞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0.86% 8,000,000 0

洪哲培 境内自然人

0.75% 7,000,031 0

林吉方 境内自然人

0.54% 5,000,000 0

曾向阳 境内自然人

0.50% 4,621,100 0

王新胜 境内自然人

0.43% 3,966,400 0

徐兴宸 境内自然人

0.41% 3,817,900 0

温基 境内自然人

0.32% 2,990,54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梁俊丰和梁健锋为兄弟关系，同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新胜为梁俊丰和梁健锋的妹夫。

除此之外，上述股东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上述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常州京控泰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36,657,682

股，通过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88,454,118

股，合计持有

125,111,800

股；股东

洪哲培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7,000,031

股， 未通过普通

账户持股，合计持有

7,000,031

股；股东曾向阳通过普通账户持股

1,863,900

股，通过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2,757,200

股，合计持有

4,62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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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在全球肆虐，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公司所处行业也遭受到一定程度冲击，导致报告期覆铜板及印制电路板需求不及预期。国家大力进行疫情

防控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疫情防控形势不断向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有序推进，国内经济稳步回升，整体

经济稳步复苏态势明显。同时，国内政策持续加码“新基建” ，5G、IDC等领域基建建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将大力驱动上游PCB及电子基材行业步入发展快车道，本报告期具体经营情况如下：

1.高端领域再获突破，产品性能持续提升

随着5G、IDC、新能源汽车、汽车电子等下游行业高速增长，下游需求不断升级迭代，为把握市场机遇，

保持产品领先水平，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推进新产品的研发进度。公司前期成功开发用于5G通

讯的RTF铜箔的已实现量产。报告期内，VLP铜箔已小规模生产，并持续推动量产进度；此外，公司在锂电铜

箔领域也取得突破，成功开发了4.5μm锂电铜箔产品。进一步丰富了公司高端产品线，产品性能得到持续提

升。公司在未来也将继续提升高端产品占比，加快推进产能释放。

2.�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公司始终秉持创新发展的理念，坚持自主创新，同时持续深化产学研合作，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

步深化与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嘉应学院等科研院校的产学研合作，依托科研院

校雄厚理论技术和丰富研究成果，助推公司工艺提升、新产品的研发及产业化进程，努力实现进口替代。同

时，公司积极与科研院校共同谋划设立铜箔制造业创新中心，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研发实力。通过深入开展

产学研合作，为公司培养优秀的人才，壮大公司研发队伍，不断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

3．优化客户结构，推动产品升级

公司依托优秀的品牌影响力、良好的产品品质、稳定的交期和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市场营销优势，大力

开拓优质客户，持续优化客户结构，目前客户群已覆盖国内大部分PCB、CCL上市公司和行业百强企业，为

公司后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同时为积极抢抓国内“新基建”发展机遇，作为5G、IDC、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上游原材料提供商，满足下

游客户对于高频高速铜箔、超薄铜箔需求，公司不断推出RTF铜箔、6μm锂电铜箔等一系列新产品，推动公

司产品结构升级。

4.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进一步扩大电子基材版图

为抢抓5G通讯、IDC、新能源汽车、汽车电子等下游行业高速发展机遇，公司推动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

建设，不断夯实公司行业地位。报告期内，公司克服了重重障碍，全力推动 “年产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工

程（二期）项目”的投产进程，投产后公司铜箔产能合计达2万吨，名列行业前茅。

本报告期，公司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投资设立广东超华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推动电子信息产业基地项目

的实施主体，推动年产20,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年产2,000万张高频高速覆铜板项目。

通过上述项目的实施，公司将新增高频高速铜箔、超薄、极薄、高抗拉锂电铜箔、高频高速覆铜板等高端

产品生产能力，显著带动公司整体制程能力和工艺水平提升，进一步扩大公司电子基材领域版图。

5.积极推动复工复产，全力降低疫情影响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公司第一时间组织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储备充足的疫情防护用品，保障员工

生命健康。坚决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对防控疫情的重要指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严格执

行当地政府的防疫措施。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应急预案，在保障员工生命健康的前提下，积极推

进复工复产工作，公司分布于各地的生产厂区快速复工复产，全力降低因疫情导致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

此外，还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通过向当地政府捐款捐物，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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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

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并于2020年1月1

日起开始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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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新设的全资子公司广东超华新材科技有限公司、喜朋达酒店管理（广东）有限公司在本

报告期纳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其他未变化。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5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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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7日

（星期一）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上午10:00在深圳分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记名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8名。会议由董事长梁宏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的议案》；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完成了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工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监事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监事

会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0-057）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3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56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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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8月17日

（星期一）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8月27日（星期四）上午11:00在深圳分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记名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第五届监事会主席张滨

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议案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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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对《2020年半年度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0-057）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31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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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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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宠股份 股票代码

002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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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宇 侯煜玮

办公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

88

号 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飞龙路

88

号

电话

0535-6726968 0535-6726968

电子信箱

shiy@wanpy.com.cn houyw@wanp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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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485,285.71 787,165,620.33 2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116,163.38 16,106,898.20 18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1,670,304.87 15,879,463.24 162.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5,859,753.60 -5,521,242.55 -1,455.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7 0.09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7 0.09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9% 2.25%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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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7,690,740.54 1,700,206,819.50 1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09,041,484.21 843,980,985.33 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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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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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22% 51,790,500 51,790,500

质押

21,194,352

烟台和正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3% 35,854,763 26,653,423

日本伊藤株式会社 境外法人

11.85% 21,000,000 0

VINTAGE WEST

ENTERPRISES,

LIMITED

境外法人

1.39% 2,465,000 0

尤国平 境内自然人

1.30% 2,307,18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融通转型三

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8% 2,088,013 0

阿布达比投资局 境外法人

1.08% 1,916,637 0

沈菊英 境内自然人

0.97% 1,720,499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

组合

其他

0.87% 1,542,100 0

铭基国际投资公司

－

MATTHEWS ASIA

FUNDS

（

US

）

境外法人

0.73% 1,286,24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烟台中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同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郝忠礼、肖爱玲共同控制，除此以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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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尤国平既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又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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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经营情况概述

2020年上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进出口贸易与社会消费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疫

情的不利影响及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公司坚定落实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在管理层的带领与全

体员工的努力下，一方面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一方面积极组织复工复产，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高技术

水平，优化产品结构，持续推动新品研发与上市，全面提升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在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公司管理层与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实现了收入的稳步增

长。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88亿元，同比增长25.58%；营业利润6,586.73万元，同比增长58.16%；利润

总额6,814.83万元，同比增长62.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11.62万元，同比增长186.31%。

（二）2020年上半年重点工作回顾

1、持续推进品牌及渠道建设，全面深耕国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国内市场，集中资源不断夯实公司品牌及渠道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在巩

固国外市场的基础上，全面深耕国内市场，围绕自主品牌"Wanpy顽皮"与"� Zeal真致"为核心，积极采取新媒

体营销、综艺冠名、直播带货等新型营销方式，打造多层次全品类的宠物食品品牌矩阵。

线下渠道主要由专业渠道和商超渠道组成，公司依托于多年经验的积累，在线下渠道持续深耕。近年

来，持续推进与综合性宠物医院新瑞鹏集团的战略合作，并与沃尔玛、大润发等商超渠道均有多年合作，持

续巩固公司在线下渠道的优势地位。

公司自上市以来积极布局线上渠道，先后投资了威海好宠、领先宠物等聚焦线上渠道的销售公司，并与

苏宁易购、阿里巴巴以及京东达成了战略合作。此外，公司十分重视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媒体营销的方式，

通过积极拓展新媒体渠道，助力公司的品牌建设。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国内市场的渠道体系与新零售模

式的建设，品牌认可度持续提升，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开展资本运作，战略布局抢占先机

报告期内，公司借助资本市场的优势，积极开展资本运作，在加强国内市场建设的同时，积极推进全球

化战略布局。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取得中国证监会的

核准批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实施后，公司将通过建设年产6万吨宠物干粮项目、年产2万吨宠物湿粮

新西兰项目、营销中心建设及营销渠道智能化升级项目进一步提升公司在生产、营销和品牌方面的综合竞

争力，扩大全球协同的战略化布局，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与持续盈利能力。

3、抗击新冠疫情，迅速复工复产

报告期内，面对严峻的新冠肺炎疫情，公司全体员工迎难而上，积极复工复产，在完成各项疫情防控工

作的同时，贯彻落实公司的发展战略，保障了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有效提升了公司的盈利水平，取得了较

好的成绩。

在疫情期间，虽然面对延迟开工、原材料供应不足及物流不畅等诸多困难，公司管理层及各部门相互协

作紧密配合，积极采用有效的解决方案，凭借公司扎实的供应链基础与渠道端丰富的布局，于变局中争先

机，尽全力满足消费者的各种不同需求。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的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取得了销售收入的

快速增长。

得益于公司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与积极组织恢复生产，公司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柬埔寨的生产

基地在疫情期间均保持了正常的生产运作，公司外销业务的订单交付情况良好，保障了公司的海外销售收

入的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境内主营业务收入2.36亿元，同比增长54.90%；境外主营业务收入7.52亿元，同比增

长18.53%。

4、推行精益管理，力争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着力推进精益化管理，全面实行降本增效，建立完善全方位的成本控制体系，从采购、生

产、研发、销售等多个层面降低成本，同时，公司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增加生产流程中的机械化程度，提高

生产效率。与此同时，为了增强全员成本控制意识，公司将成本控制落实到各个部门、车间，以管理层人员为

表率，全员积极实行的方式，使降成本、提效率渗透到每一位公司员工，从而最终实现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

整体竞争力的目的。

5、健全知识产权体系，加快研发步伐

随着相关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的逐步完善、研发团队的不断培育和日益壮大，公司研发水平不断提高，

2012年11月30日，公司取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证书，2013年，公司技术研发中心被烟台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市

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其实验室于2014年12月19日被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授予 《实验室认可证

书》。公司于2018年取得了换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报告期内，公司以募投项目为依托，继续加大研发力

度，加强技术和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育。公司现有专利百余项，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新品的研发，并不断取

得新的专利，进一步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公司产品开发跨上一个新的台阶，为公司

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劲，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6、完善人才团队建设机制，加大人才团队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完善人才管理机制，为公司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不断完善目标管理和绩效考核

体系，为公司持续成长提供动力。在公司新一轮的快速扩张发展过程中，实施持续人才战略，进一步加强人

才的引进力度，与此同时强化企业文化建设，丰富企业文化内涵，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人才引进的广度和深

度，持续优化团队结构，以确保公司快速发展的需求。

7、择机扩增产能，优化产业布局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投向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加大对募投项目的投入力度，力争募投项目

尽快实现预期效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募投项目均已建成投入使用。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年产3万吨宠

物湿粮项目” 完工后将提升公司宠物湿粮产品产能，提升公司机械化及自动化程度和产品交付能力，优化

完善公司产品结构，增强公司在宠物食品市场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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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收入》（财会[2017]22�

号）（简称“新收入准则” ），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变更和调整。

2、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3、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一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

收入确认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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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

履约义务并在履行时分别确认收入；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

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上市企业将根据首次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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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实施该准则，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公司当期及前期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等不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调整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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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证券代码：002891� � �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7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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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08月28日上午9：00，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

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08月18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

方式送达给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公司董事长

郝忠礼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无弃权票。一致通过。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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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无弃权票。一致通过。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规则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同意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

独立董事对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以及《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无弃权票。一致通过。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

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公司实际，符合财政

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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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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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08月28日下午14：00，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08月18日通过专人送达、电子邮件

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赵雷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情况

经与会监事对本次监事会各项议案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无弃权票。一致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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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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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无弃权票。一致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报告真实、客观地

反映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相关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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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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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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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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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

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宠股份”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0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8]1841号文《关于核准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2019年2月15日公开发行了1,942,4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100元，发行总额19,424万元。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

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下向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公

司应募集资金总额194,240,000.00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10,735,743.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183,504,257.00

元，上述资金已于2019年2月21日全部到位，并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证，并出

具了“和信验字（2019）第000013号”《验证报告》。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可转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1

年产

3

万吨宠物湿粮

项目

27,000.00 19,424.00 310.68 296.98

合 计

27,000.00 19,424.00 310.68 296.98

二、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一）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2月13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立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

案》，分别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营业部以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以下简称

“开户行” ）开设的银行账户设立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公司连同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开户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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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营

业部

206537999260

募集资金专户

43.73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9550880209508800232

募集资金专户

654.67

合计

698.40

3、为增加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收益，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内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

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受托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投资金额

（万元）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预计最高年化

收益率

备注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莱山

支行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800 2019/8/22 2019/9/24 3.51%

已赎回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莱山

支行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800 2019/9/25 2019/10/29 3.6%

已赎回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莱山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

人

民币按期开放

保证收益型

700 2019/10/10 2019/11/8 2.7%

已赎回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莱山

支行

广发银行“薪加薪

16

号”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800 2019/10/31 2019/12/3 3.25%

已赎回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莱山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一人

民币按期开放

保证收益型

600 2020/4/17 2020/5/18 2.3%

已赎回

三、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0年半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一。

2、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年4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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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12个月，截止2020年3月16日，本公司已归还上述10,000万

元资金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20年3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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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8,000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12个月。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可转换债券募集资金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方式的情

形。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未发生变更，也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31日

附件一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2020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8,

350.4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2,193.9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

额

9,738.4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0

承诺投

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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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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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年产

3

万吨宠

物湿粮项目

18,

350.43

18,350.43 2,193.96 9,738.47 53.07% 2020

年

12

月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18,

350.43

18,350.43 2,193.96 9,738.47 53.07%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募投项目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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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9

年

4

月

1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2,969,758.78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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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人民币

8,

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不超过

12

个月，并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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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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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包括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在

内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追溯调整。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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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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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施

行。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即可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日期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变更后的会计准则。

（三）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及以后期间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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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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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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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

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在新收入会计准则下，不再区分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建造合同等具体交易形式，按照统一的收入确认

模型确认收入，并对很多具体的交易和安排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指引。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将原收入准则和

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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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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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

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

入确认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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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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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根据

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审批程序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

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公司实际，符合财政部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相关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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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金融工具相关准则以及变更财务报表格式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

的变更。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31日

证券代码：002891� � � �证券简称：中宠股份 公告编号：2020-108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

并提前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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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

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 持股5%以上股东烟台和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和正投资” ）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00万股。

公司于2020年8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减持计划数量过半暨持股比例变动超过1%的公告》，和正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因公司总股本增加而被动

稀释及以集合竞价的方式减持导致持股比例累计变动超过1%。

公司近日收到和正投资发来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函》，其中和正投资于2020年7月22

日至2020年7月31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885,200股。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以及对公司内

在价值的认可，结合股东自身资金需求情况，经综合考虑，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和正投资

竞价交易

2020

年

7

月

22

日

47.06 110,000 0.0616%

竞价交易

2020

年

7

月

23

日

47.58 20,700 0.0116%

竞价交易

2020

年

7

月

28

日

44.76 100,000 0.0560%

竞价交易

2020

年

7

月

29

日

45.19 150,000 0.0839%

竞价交易

2020

年

7

月

30

日

44.48 299,000 0.1673%

竞价交易

2020

年

7

月

31

日

44.28 205, 500 0.1150%

合计

885,200 0.4954%

和正投资为公司持股超过5%以上的股东，其本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全部来源于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含该等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后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减持价格区

间为44.28元/股至47.58元/股，合计减持885,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4954%。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减持前持有股份 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和正投资

合计持有股数

35,854,763 21.09 34,969,563 19.5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201,340 5.41 8,316,140 4.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653,423 15.68 26,653,423 14.92

注：上述占总股本比例均以截止2020年7月31日的股本178,701,820股为基数计算，本公告若出现总数与

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情况

1、和正投资本次减持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和正投资本次减持没有违反其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3、和正投资严格遵守预披露公告披露的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日，和正投资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在实施过程中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

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本次减持股东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特此公告。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31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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