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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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茂股份 股票代码

00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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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朝晖 高柱生

办公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80

号 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

80

号

电话

（

0556

）

5919977

（

0556

）

5919978

电子信箱

zhh_luo@huamao.com.cn zhsh_gao@huam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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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27,020,927.94 1,386,240,303.26 1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0,378,528.71 306,354,139.53 -6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21,685,128.98 -19,003,933.75 74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75,705,373.76 28,190,890.09 877.9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7 0.325 -64.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7 0.325 -64.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6% 6.82%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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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566,806,384.40 7,552,401,556.78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336,681,844.25 4,248,799,883.40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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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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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茂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40% 437,860,568

天津泰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 16,300,000

李宇剑 境内自然人

0.37% 3,458,700

深圳抱朴容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抱朴容

易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3,345,982

武汉市信德置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1% 2,906,300

王孝花 境内自然人

0.24% 2,284,414

刘祥鸾 境内自然人

0.21% 2,000,000

唐楚萍 境内自然人

0.20% 1,865,600

田菁 境内自然人

0.19% 1,787,000

莫继洪 境内自然人

0.16% 1,548,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

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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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②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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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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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

万元

）

利率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17

华茂

01 112512

2017

年

03

月

31

日

2022

年

03

月

31

日

28,600 5.42%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末增减

资产负债率

41.22% 42.42% -1.20%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5.99 4.75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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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对各行各业造成较大冲击，中国经济运行面临巨

大挑战。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严峻考验面前，公司管理层积极应对，带领全体员工攻坚克难，

在制定切实有效的防疫防控措施、保障员工生产生活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复工复产。

面对新形势，公司以应变为谋变、善变，坚持“聚焦短板，攻坚克难，深化管理，共建共享”

的经营方针不动摇，全力以赴抓市场抓生产，聚力品种结构和主营结构调整，强化管理创新和

技术创新，强化产品开发和市场创新。坚持创新引领，稳定产品质量，开源节流，降低成本，努力

提升纺织板块效益。

公司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为依托，注重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满足市场需求。公司“多

重集聚纺纺纱技术及其应用” 项目获得了2019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19年度公

司荣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称号和“安徽省发明专利百强” 称号。公司智能纺纱项目继

获得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后，2019年又获得工信部“棉纺智能制造‘双创’ 示范平台”

称号。“雪花红格、天青日白、魅力暗金” 三品种获2019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暨2020/21秋冬

中国流行面料入围评审优秀奖；“双面异性” 获2019/20色织布新产品最佳创意开发一等奖；

“湖光山色、 云窗雾格、 嵌字格” 三品种获2019/20年度色织布新产品最佳创意开发精品奖。

2020年上半年公司共获得国家授权专利11件（其中发明专利1件），截止2020年6月底，公司已

累计获得国家授权专利352件（其中发明专利77件）。

报告期内，公司确认国泰君安分红2,636.40万元，广发证券分红717.50万元，徽商银行分红

1,122.34万元，网达软件分红12万元。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国泰君安6,760万股，持有广发证券2,050万股，持有拓维信息

327.15万股，持有网达软件240万股，持有徽商银行7,148.69万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27亿元，同比上升17.37%；实现净利润1.21亿元，其中归属

母公司净利润1.10亿元。基本每股收益0.117元，每股净资产4.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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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7年7月5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

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于2019年9月19日

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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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执行。

根据规定，公司应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自发布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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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50�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1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上午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有关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0年8月18日通过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由专人送达全

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4名）。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

董事长倪俊龙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半年报摘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编号为2020-052《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半年

报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全资子公司关于投资新型功能性纤维复合产业用纺织品制造项目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庆华欣产业用布有限公司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 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

需求，实现产品结构调整，拟投资建设新型功能性纤维复合产业用纺织品制造项目（华欣三

期）。项目拟投资34,106万元，拟建设周期一年。

有关项目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编号为2020-053《华茂股份全资子公司关

于投资新型功能性纤维复合产业用纺织品制造项目的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850� � � �证券简称：华茂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3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安庆华欣产业用布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新型功能性纤维复合产业用

纺织品制造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新型功能性纤维复合产业用纺织品制造项目

●投资金额：34,106万元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全资子公司关于投资新型功能性纤维复合产业用纺织品制造项目》的议案，项目计划总投

资为34,106万元。现将项目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新型功能性纤维复合产业用纺织品制造项目。

（二）建设内容：安庆华欣产业用布有限公司在安庆临港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新型功能性

纤维复合产业用纺织品制造项目。

（三）实施单位：安庆华欣产业用布有限公司。

（四）实施地点：安庆临港经济开发区安徽华茂国际纺织工业城。

（五）投资概算：34,106万元。

（六）建设周期：一年。

二、项目建设背景

纺织工业发展规划（2016一2020�年）明确提出我国纺织行业增长目标：规模以上纺织企

业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6%-7%；纺织品服装出口占全球市场份额保持基本稳定。《产业

用纺织品行业“十三五” 发展指导意见》也提出“十三五” 是我国建成纺织强国的关键时期，

是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应用快速拓展和向中高端升级的关键阶段。 技术创新是产业用纺织品行

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新材料、新装备、信息技术、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进步为行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持，生态环保意识提升、健康养老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壮大和“一带一路” 建设等，都为

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方向和产业政策，

是国家明确鼓励发展的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鼓励类“二十、纺织：

8、采用非织造、机织、针织、编织等工艺及多种工艺复合、 长效整理等新技术，生产功能性产业

用纺织品”类项目。

安庆华欣产业用布有限公司（简称：华欣公司）成立于2015年8月，位于安庆临港经济开发

区安徽华茂国际纺织工业城环城南路8号，是由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注册的以生产

产业用纺织品为主的企业，现有注册资金5000万元。该公司现有两条产业用高级卫生材料生产

线，可年产各类纯棉高级产业用卫生材料6600吨。生产的纯棉水刺无纺布具有较好透气性、手

感、外观、芯吸性、弹性、亲肤性、良好的可降解性及生物相容性等特点。主要用于婴儿尿布、老

年失禁尿布、卫生巾、护肤面膜、化妆棉、高档精密仪器用擦拭布、家庭用擦拭布等产业用高级

卫生材料。

华欣公司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实现产品结构调整，拟建设新

型功能性纤维复合产业用纺织品制造项目。

三、项目建设内容及周期

（一）项目建设内容

1、新建26,586平方米的漂白脱脂棉水刺无纺布生产车间，新增开松、除杂、梳理、成网、水

刺、煮漂、烘燥、验布、分切、包装等设备，形成4条漂白脱脂棉水刺无纺布生产线；

2、新建8,064平方米的纤维素纤维复合水刺无纺布生产车间，新增开松、梳理、成网、水刺、

烘燥、分切、包装等设备，形成2条纤维素纤维复合水刺无纺布生产线；

3、新建11,760平方米的原料库及后加工车间，11,760平方米的成品库及制品车间；

4、新建3,240平方米的企业技术中心。

（二）项目建设周期

建设周期一年。

四、投资概算及效益预测

（一）投资概算

本项目报批总投资34,106万元。其中：建设投资32,988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118万元。

上述项目资金来源：申请银行贷款20,000万元，其余企业自筹解决。

（二）效益预测

项目的建设规模定为年产6,800吨脱脂棉水刺无纺布（4条3500mm宽水刺无纺布生产线）、

年产8,800吨纤维素纤维复合水刺无纺布（2条3500� mm宽水刺无纺布生产线）。

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年实现营业收入3.59亿元，净利润0.57亿元。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分析

水刺非织造布是一种理想的抗菌基材，也是一种理想的擦拭材料，具有独特的舒适性、安

全性、卫生性、以及高强度、手感柔软、掉绒率低和卫生可靠等优点。本项目建成后有利于企业

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扩大产业用纺织品生产规模，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有利于

扩大就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显著；同时可充分利用企业现有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

本项目安评、环评等合规性手续尚处于报批过程中；项目建成投产后，可能存在因市场原

因导致经济效益低于预期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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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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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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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泰科技

600745

中茵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斌 包子斌

电话

0573-82582899 0573-82582899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中路

777

号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中路

777

号

电子信箱

600745mail@wingtech.com 600745mail@wing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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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89,491,220.73 65,131,751,909.22 -1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588,169,456.46 21,189,373,052.84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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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163,890.03 1,166,276,065.32 -42.28

营业收入

24,118,300,786.65 11,434,137,070.85 11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01,416,430.92 196,198,196.84 76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42,426,724.32 138,555,109.07 94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7.74 5.31

增加

2.4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51 0.31 387.1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1.51 0.31 3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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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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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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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闻天下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0

153,946,

037

0

质押

114,284,846

无锡国联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

无锡国联

集成电路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81

121,555,

915

121,555,915

无

0

天津工银国际资本经营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

珠海融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8.22 92,420,040 92,420,040

无

0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11 91,126,418 41,126,418

质押

90,800,000

昆明市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6.28 70,576,158 70,576,158

质押

70,576,158

张学政 境内自然人

3.29 37,000,000 0

质押

9,920,000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9 35,858,995 35,858,995

无

0

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83 31,863,321 0

质押

31,857,778

西藏风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28,363,047 28,363,047

质押

20,681,524

西藏富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28,363,047 28,363,047

质押

20,681,5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1

）

张学政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

为闻天下的股东

，

与公司控股

股东闻天下为一致行动人

；（

2

）

云南省城投间接控制云南融

智

，

双方为一致行动人

；（

3

）

格力电器与珠海融林为一致行动

人

；（

4

）

西藏风格与西藏富恒为一致行动人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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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中美关系的持续变化，对全球经济和社会秩序造

成了重大冲击，5G和半导体产业链也遭受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面对全球化经营所面临的

复杂局面和不确定性，公司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灵活应对，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和

研发创新为支撑，把握经济和产业变化带来的潜在竞争机遇，推动公司持续稳健的发展与增

长。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安世集团剩余股权的收购，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

对安世集团剩余股权的收购交易，实现对安世集团98.23%的控股，并完成了该收购项目58亿

元的配套融资。收购的进一步推进，将提升公司技术融合创新的能力，带来在消费电子、汽

车、工业、医疗、航空航天领域客户资源的协同。

2020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1.18亿元，同比增长110.9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7.01亿元， 同比增长767.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4.42亿， 同比增长

941.05%。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被评为福布斯中国企业500强第239位，被中国半导体投资联盟

评为2020年度最佳IDM，并被纳入富时罗素旗舰指数、MSCI全球标准指数、上证50、上证180

和沪深300指数等。董事长兼CEO张学政先生被评为福布斯中国最佳CEO50强。

1、优化竞争实力把握5G机遇，在疫情中实现ODM业务高增长

2020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需求受疫情影响下降，但主要手机品牌厂商ODM需求量呈

现平稳并提升的趋势， 部分手机品牌厂商加大ODM出货规模，5G手机ODM也开始规模出

货。全球手机ODM比重呈现提升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对产业带来的影响，把握ODM产业变化带来的机遇，实现

了出货规模和盈利能力的持续快速增长。在运营上，积极落实防疫措施，加强供应链合作和

协同，进一步提高生产管理效率，实现成本管控的持续优化；在研发上，以手机为战略重心，

进一步加强手机品类的爆款设计能力、产品化能力、5G技术领先能力，并在平板、笔电、TWS、

Watch和IoT产品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实现了相关新品类的市场拓展；在客户拓展上，贴近客

户需求积极创新， 把握存量客户在手机和其他品类需求的变化机会， 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

率，同时发挥公司技术优势，积极开拓潜在的新客户，为公司中长期战略增长打开空间。

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的不确定性下，手机等智能终端ODM产业正在呈现加速集中化

趋势，公司作为全球手机ODM龙头厂商，将积极把握产业趋势和5G机遇，适应集中化带来的

业务模式变化。公司将加强产品化能力，推动盈利能力的持续稳健提升；加强5G业务部署，抓

住未来几年后疫情时代5G手机等智能终端需求的高速增长机会。

2、瞄准需求恢复和国内市场机会，降低疫情对半导体业务的冲击影响

在生产运营方面，公司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实现了疫情期间持续平稳运行；在研发方面，

公司发布了众多新产品，并在GaN/SiC器件方面进一步加强研发，在疫情影响下保持了研发

的持续有序推进，巩固了产品品类齐全性的竞争力；在市场拓展方面，充分利用收购后的资

源优势，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客户，抓住国内市场客户潜在的供应链切换机遇，并采取更为积

极的策略推动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提升。

公司着力于瞄准疫情后的需求恢复机会和中国市场机会，从目前需求恢复状况来看，随

着欧洲疫情的平稳，以及政策推动的欧洲新能源汽车销售的快速增长，汽车领域订单已经呈

现加速恢复趋势； 从中国市场机遇来看， 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全球领先的标准与功率器件厂

商，有望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获得更为重要的中国市场份额比例。公司将积极把握需求

恢复与中国市场机遇，并加大半导体业务在研发、制造、市场领域的投入，以成为全球标准与

功率器件No1厂商为目标，持续强化业务竞争力，提升市场占有率。

3、加强整合协同，保持安世独立运营与国际化运营

公司通讯业务处于产业链中游，业务覆盖手机、平板、笔电、IoT、汽车电子等细分领域，

与各大品牌客户保持密切合作关系， 拥有庞大出货量和优质客户资源的通讯业务板块可以

与半导体业务板块实现优势互补、客户共享、资源互通。公司将保持安世半导体各控股或实

体公司清晰的管理架构， 以保持安世半导体在中国股东控股下仍为一个独立运营的欧洲全

球供应商。同时将加快公司通讯业务和半导体业务在客户、供应链、研发资源、创新能力等方

面的协同，帮助安世迅速导入闻泰的客户群、开拓新的市场机会，抓住5G带来的发展机遇，帮

助安世在消费领域、闻泰在汽车领域快速形成突破，实现公司通讯业务和半导体业务的协同

发展。

4、加强在第三代半导体产品和SiP封装等创新方向布局

以氮化镓和碳化硅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技术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公司将加大在第三

代半导体领域投资，大力发展氮化镓和碳化硅技术。目前安世氮化镓功率器件已经通过车规

级认证，开始向客户供货，碳化硅技术研发也进展顺利，预计在2021年实现产品量产。安世有

系统级的封装测试能力，闻泰有行业领先的SMT、系统集成设计能力和强大的客户群，结合

双方的优势可以整合封装测试和SMT贴片两个传统生产环节，实现SiP封装能力的领先性，并

迅速将SiP封装技术导入到手机、平板、笔电、IoT、智能硬件等各个领域的客户产品当中，发展

潜力巨大。安世半导体拥有自主研发的封测设备研发团队ITEC，可提高20%-30%封测效率，

并支持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数据融合不断优化改进，引领工业4.0发展，将有助于闻泰在SiP推

动的半导体产业浪潮中实现领先。

5、落实股权激励方案，强化优秀人才吸引力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股权激励方案，覆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

（业务）骨干，其中股票期权授予1,523人，共1,229.04万份；限制性股票授予131人，共794.17万

份。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期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期均长达5年， 且预留了

20%。本次激励方案深度绑定公司核心骨干，有利于调动内部员工的积极性和核心团队的稳

定，提升公司的管理效能，彰显了公司对未来长期持续发展的信心，为公司未来高速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6、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应对疫情影响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推动应届生和社会招聘，

2020年上半年新引进应届生就业600人，社会招聘500人，招聘大量产线技术工人，为缓解疫情

期间就业需求积极贡献微薄力量。国内疫情期间，公司向武汉、黄石、荆州、孝感等湖北多地

和其他省份相关城市的重点防疫抗疫医院，以协调新冠检测设备、检测试剂、手套和口罩等

防护物质方式，捐赠超过1,100万人民币，积极协助防疫抗疫。公司未来将进一步积极履行相

关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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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十、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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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745� � � �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0-088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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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0

年8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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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2020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同日发布的 《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2020-090）。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0-089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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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

8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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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公司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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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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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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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

修订）》 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等规定，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

至2020年6月30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无锡国联集成电路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112

号）核准，公司本次实际非公开发行A股普通股股票83,366,733.00股，每股发行价格77.93元，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496,769,502.69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40,500,830.00元

（不含税金额）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6,356,268,672.69元（大写：人民币陆拾叁亿伍仟陆

佰贰拾陆万捌仟陆佰柒拾贰元陆角玖分），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83,366,733.00元，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人民币6,272,901,939.69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12月16日全部到位，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众会字(2019)第7261

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公司已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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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上述募集资金。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公司已累计使用A股募集资金人民币6,377,272,739.80元，累计募

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570,334.37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120,067,097.26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119,496,762.89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 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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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要求，公司制定了《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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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英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于2019年11月28日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2019年11月28日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南头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公司签署的前述三方监管协议均参考

《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制定，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

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相关职责。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类别 账户余额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定支行

216130100100235022

募集资金户

120,031,770.87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艺园路支

行

762773043542

募集资金户

35,326.39

合计

120,067,097.26

三、2020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上半年度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规划并经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上市公司将部分募集配套资金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2020年上半年度上市公司不存在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1：2020年半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49,676.9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37,727.2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如

有

）

募集资

金承

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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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付 境 内 外

GP

对 价

、

支 付

境内

LP

对价

-

433,

700.00

433,

700.00

433,

700.00

0

421,

750.39

-11,

949.61

97.24% - - - -

偿还上市公司

借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

、

支付

本次交易的相

关税费及中介

机构费用

-

266,

300.00

215,

976.95

215,

976.95

0

215,

976.89

-0.06 100.00% - - - -

合计

-

700,

000.00

649,

676.95

649,

676.95

0

637,

727.27

-11,

949.67

98.16%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募投项目

）

用于支付境内外

GP

、

LP

对价的资金尚未使用完毕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已累计使用

A

股募集资金人民币

6,377,272,

739.80

元

，

累计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570,334.37

元

。

募集

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120,067,097.26

元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

119,496,762.89

元

。

结余原因系用于支付境内外

GP

、

LP

对价的资金尚未

使用完毕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披露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提示性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关于实施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有关问题的管理规

定》等法律法规要求，编制了旗下9只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将于2020年

8月31日在本公司网站 [www.donghaifu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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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959-5531）咨

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编制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基金名单

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中证社会发展安全产业主题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龙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东海核心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科技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苏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东海祥泰三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二、其他提示

（一）自2020年9月1日起，投资者购入基金时，应阅读并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是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摘要文件。本公司编制并披露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后，将不再编制基金招募说明书摘要。

（三）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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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8月31日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披露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提示性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关于实施〈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管理规定》、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XBRL第5号《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模板等法律法规要求，编制

旗下14只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包括募集期的产品）。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将于2020年8月

31日在本公司网站[www.furamc.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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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855600）咨询。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编制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的基金名单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主代码

1

富荣货币市场基金

003467

2

富荣富祥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999

3

富荣富兴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41

4

富荣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88

5

富荣中证

5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90

6

富荣富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92

7

富荣福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794

8

富荣富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73

9

富荣福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04

10

富荣福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64

11

富荣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6109

12

富荣富开

1-3

年国开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488

13

富荣富金专项金融债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13

14

富荣富恒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06

二、其他提示

自2020年9月1日起，投资者购入基金时，应阅读并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是基金招募说明书的摘要文件。 本公司编制并披露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后，将不再编制基金招募说明书摘要。

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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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31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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