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锌业股份 股票代码

00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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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平 刘采奕

电话

0429-2024121 0429-2024121

传真

0429-2101801 0429-2101801

电子信箱

hld_xygf@163.com hld_xygf@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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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1,917,608,

216.30

2,086,992,

544.12

2,086,992,

544.12

-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43,970,542.93 72,163,014.29 63,150,677.27 -3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0,814,880.35 70,750,705.13 61,738,368.11 -82.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90,310,455.80 147,526,348.76 147,526,348.76 -161.2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3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5% -2.17% -1.92% 4.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3,049,008,

519.69

3,679,657,

022.68

3,681,207,

659.93

-1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891,623,

401.61

1,848,514,

203.10

1,849,522,

117.31

2.28%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9,42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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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冶 葫芦 岛 有 色 金 属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59% 332,602,026

质押

200,000,000

孟祥龙

境内自然

人

3.64% 51,344,000

张宇

境内自然

人

3.64% 51,344,000

丁伟

境内自然

人

3.64% 51,344,000

龙树山

境内自然

人

3.64% 51,344,000

陈国平

境内自然

人

3.64% 51,249,600

陈炎

境内自然

人

3.64% 51,249,600

山东 省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司

－

恒鑫一期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3.64% 51,249,600

邢荣兴

境内自然

人

3.64% 51,249,555

黄木秀

境内自然

人

0.88% 12,476,1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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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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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上半年，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有色金属市场价格偏弱，市场需求局面未有

明显改观。 面对不利的市场形势，公司董事会与管理层主要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充分发挥

“葫锌” 品牌优势，及时调整不同区域市场采取不同销售策略的营销方针，充分调动销售

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攻坚克难，努力向市场要效益；二是按照挖潜降耗、降本增效

的总体要求，生产系统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强化行业对标，稳定设备运行，严抓岗位操作，充

分挖掘生产潜力，实现了产销平衡，生产经营呈现平稳向好的发展势头。 三是全力推进锌

业股份恢复上市工作，经公司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于2014年8月6日起恢

复上市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有色金属总量13.5万吨，化工产品产量23万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1,760万元，发生营业总成本191,195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397万

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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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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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期差错更正的原因

（一）与瑞士佳能可公司的往来款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与瑞士佳能可公司的预付账款为15,816万元，其中预付

货款余额69,633万元，账面暂估待结算货款余额53,817万元，预付货款与暂估待结算款项

的差额为15,816�万元。 差额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2012年尚未结算完成的业务形

成的差额5,091万元； 另一部分为2012年以前年度已经结算完成的业务形成的差额10,

725万元。

对于2012年尚未结算完成的业务形成的差额5,091万元，依据当年国内外金属价格走

势，公司判断未结算的货物在实际结算时的价格不会低于预付货款，而账面暂估货值低于

预付货款会导致实际结算时的出库成本降低，虚增2012年的当期利润，因此，出于真实反

映当期利润的考虑，在2012年末公司与瑞士佳能可公司往来账务进行集中清理后，对预付

款与暂估货款的差额，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六章金融资

产减值第四十条“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以外的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

应当计提减值准备” 的规定，将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并计提了坏账准备。

由于2013年有色金属价格下跌，在实际结算完毕后，实际结算额低于预付款额，因此

收到了瑞士佳能可公司退款4,936万元，实际结算额与暂估货款差额155万元。鉴于收回退

款金额较大，对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影响较大，出于谨慎性考虑，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比照前期差错

更正的相关规定，对2012、2013年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对于2012年以前年度已经结算完成的业务形成的差额10,725万元， 主要是由于公司

在账务处理过程中少计存货价值，形成前期差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

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比照前期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2年度、2013年度

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二）与金城造纸的应收款项

截止2012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金城造纸股份有限公司308万元，因其进入破产程序，

故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金城造纸重整成功，公司获得清偿25万元，未收回的283万元应收款

项予以核销。 公司将坏账准备308万元全部冲回，将破产损失283万元计入营业外支出。 因

破产损失应核销坏账准备，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

差错》，比照前期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3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调整。

（三）经2014年6月24日第七届第十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批准,对上述前期差错进行

追溯更正。

二、具体会计处理

（一）2013年以前追溯调整

1、2012年度以前少计存货成本10,725万元，调整2012年度期初未分配利润10,725万

元，并冲回2012年度已计提坏账准备10,725万元，调减2012年度资产减值损失；

2、2013年收到了瑞士佳能可公司退款4,936万元，2013年实际结算额与暂估货款差

额155万元，共计5,091万元，影响2012年度已计提的坏账准备，故冲回2012年度已计提的

坏账准备，调减2012年度资产减值损失5,091万元，并由其他应收款转入预付账款5,091

万元。

（二）2013年会计差错调整

1、2013年收到了瑞士佳能可公司退款4,936万元，调增2013年度资产减值损失4,936

万元；

2、调整2013年由预付账款多转入其他应收款155万元，调增预付账款155万元，调增未

分配利润155万元；

3、调整金城造纸破产损失283万元，调减营业外支出283万元，调增资产减值损失283

万元。

三、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2012年追溯调整

上述事项影响调减2012年期初未分配利润10,725万元，调增预付账款5,091万元，调

增未分配利润3,309万元， 调增少数股东权益1,782万元， 调减资产减值损失15,816万

元。 对2012年公司本年利润影响增加15816万元。

1、2012年度财务报表更正

（1）合并资产负债表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付账款

32,607,955.33 50,914,172.93 83,522,128.26

流动资产合计

1,187,125,844.16 50,914,172.93 1,238,040,017.09

未分配利润

-5,426,670,552.59 33,094,212.40 -5,393,576,340.19

少数股东权益

-39,801,707.63 17,819,960.53 -21,981,747.10

股东权益合计

-3,398,952,372.97 50,914,172.93 -3,348,038,200.04

2. 合并利润表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2,088,107,249.20 -158,158,991.89 1,929,948,257.31

利润总额

-3,470,092,427.92 158,158,991.89 -3,311,933,436.03

净利润

-3,550,656,434.60 158,158,991.89 -3,392,497,442.71

（二）2013年度会计差错调整

上述事项影响调增2013年期初未分配利润5,091万元，调增预付账款155万元，调增未

分配利润101万元，调增少数股东权益54万元，调增资产减值损失5,219万元，调减营业外

支出283万元。 对2013年公司本年利润影响减少4936万元。

1、2013年年度财务报表更正

（1）合并资产负债表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预付账款

111,711,429.06 1,550,637.25 113,262,066.31

流动资产合计

1,311,081,066.95 1,550,637.25 1,312,631,704.20

未分配利润

-1,252,138,768.75 1,007,914.21 -1,251,130,854.54

少数股东权益

-19,484,880.88 542,723.04 -18,942,157.84

股东权益合计

1,829,029,322.22 1,550,637.25 1,830,579,959.47

（2）合并利润表更正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资产减值损失

11,541,922.55 52,200,055.91 63,741,978.46

营业外支出

539,713,689.31 -2,836,520.23 536,877,169.08

利润总额

4,194,848,610.59 -49,363,535.68 4,145,485,074.91

净利润

4,194,848,610.59 -49,363,535.68 4,145,485,074.91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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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明辉

2014年8月20日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及其它

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公司

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

独立意见

依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

（证监会[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的要求，我们就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调查

和审议，现发表相关说明及独立意见：

①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②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无对外担保的情形。

公司严格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证监会[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俞鹂 徐东华 侯宝泉

2014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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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昆百大

Ａ

股票代码

00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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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彬 解萍

电话

0871-63623414 0871-63623414

传真

0871-63623414 0871-63623414

电子信箱

wbin0823@vip.sina.com xp2003px@tom.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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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91,477,323.03 875,333,869.04 1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8,575,305.25 11,447,732.50 41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47,585,765.36 6,436,096.59 63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94,469,418.23 -138,031,701.68 31.5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416 0.0696 390.8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416 0.0696 390.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7% 1.15%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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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55,308,844.11 4,814,836,621.21 -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215,400,956.21 1,101,212,547.35 10.3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3,48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

股

）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数量

（

股

）

状态

华夏西部经济

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40% 41,835,200 41,835,200

西南商业大厦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57% 30,128,662 30,128,662

质押

29,700,000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基金

、

理财产

品等其他

2.67% 4,576,887 0

红云红河烟草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9% 2,220,000 0

唐毅蓉 境内自然人

0.69% 1,185,600 1,185,600

梁文锋 境内自然人

0.51% 882,510 0

陈阳平 境内自然人

0.46% 782,409 0

张永高 境内自然人

0.41% 709,075 0

张远 境内自然人

0.40% 693,600 693,600

邱剑峰 境内自然人

0.40% 688,99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同时

其持有西南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91.95%

的股份

，

为其控股股东

；

唐毅蓉

、

张远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

除此之外

，

华夏西部

、

西南

商厦

、

唐毅蓉

、

张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

系

。

除上述外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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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张永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709,000

股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75

股

，

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709,075

股

；

股东邱剑峰通过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88,999

股

；

股东王梦超通过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47,207

股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35,640

股

，

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82,847

股

；

股东李万海通过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0,

270

股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9,684

股

，

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469,954

股

。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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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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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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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根据聚焦商业零售业主营业务的战略目标，围绕 “战略落地、模

式成型、培训团队、推升平台” 的经营工作方针及2014年度经营计划，紧密结合本公司商

业、房地产、酒店物业三方面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持续关注并积极应对经济形势和商业、

房地产市场发生的重大变化，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入研究细分市场，把握商机适时调

整经营策略。 同时从公司实际出发，充分依托昆百大五十多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商业市场认

知度和品牌知名度，积极探索以商业为主导，将商业优势与地产开发紧密结合的发展道路，

致力于商业、房地产、酒店物业三个板块业务优势资源的整合管理，构造适合公司及未来竞

争态势的盈利模式，为进一步确定公司主营业务的业务管控模式及流程，公司对组织架构

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进一步明确公司各板块发展思路，明晰各板块的责任及目标，从业务模

式管控、责任体系构建、岗位职责梳理、制度建设完善健全，以及财务系统的建设完善等方

面入手，开展各项专题研究，全面启动战略落地实施。

为实现战略聚焦，集中优势资源提升商业的经营能力，从2013年开始，公司逐步对住

宅地产和连锁酒店业务进行收缩。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整体出售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和云南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事宜，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同时为提高公司的商业经营能力，努力达到业务模式精准化、内部管理精细化，使公司

优质资源与主营业务的聚合效应更加突显，根据公司商业零售业态涵盖百货、购物中心、家

电、儿童主题卖场、超市五大业态的特点，通过对组织架构的相应调整，打破原有各零售业

态独立发展的格局，形成以大商业业态整体发展的态势。 同时，公司积极开展提高商业服

务水平、提升商业运营能力、提炼商业经营模式、储备商业管理人才、加强经营数据分析等

工作支持大商业业态发展，全方位培育公司的商业经营和拓展能力，积极寻找与其他商业

地产合作的机会，通过经营模式创新，形成差异化的商业物业开发与经营模式。 为进一步

提高会员忠诚度，公司建立了统一的会员管理系统，通过全新的会员管理体系，有效提升了

会员消费的贡献度。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公司战略落地及实施

为保证集团战略长短期目标的实现，公司对战略目标及行动计划进行层层分解，落实

到具体公司、部门和员工。 将战略任务分解到最小单元，让员工人人有目标，组织个个有责

任，同时实施过程中由员工、部门、公司进行层层督导，保证最终战略目标的实现。

2、商业零售业务管理重点

2014年上半年，受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城市商业综合体的快速增长以及网络购物主流

化的影响，商业零售市场仍未出现向好的迹象，市场竞争势必更加趋于白热化。在商业大环

境并不乐观的前提下，公司从内外部两个方面对业务经营进行了针对性调整，公司内部成

立品牌库建设和管理工作组、业绩考核工作组、营销创新工作组等多个工作组，为规范经营

管理夯实基础；建立供应商销售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供应商积极性，争取资源倾斜，共同提

高经营绩效；建立优秀人才及团队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全体员工工作积极性，在构建全员参

与的多元化人才体系的同时提高经营业绩。针对外部消费者，公司对新的销售方式、营销模

式、服务方式进行了研究和尝试，经营模式上求变，消费体验上求新，应对速度上求快，营销

方式上既求创新又要追求实效，以顺应市场变化，满足消费者各种需求，保证销售稳定增

长。

3、房地产业务经营重点

2014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市场整体形势仍未出现好转，依旧处于持续低迷状态。 从昆

明房地产市场来看，昆明楼市聚集了万达、万科、保利、绿地、恒大、龙湖等40余家外来全国

一线品牌房企，形成了外来房企与本土房企的竞技场。

在此背景下，公司密切关注房地产政策走向，一方面继续推进百大新都会项目、国际派

项目的销售及招商工作，多渠道多方式促销，确保资金回收。 加大收缩住宅地产开发的力

度，上半年公司成功出售江苏百大地产项目。针对商业地产项目不同于住宅项目，地产团队

与商业团队共同研究业态规划以及商业空间布局，制定各类业态物业的交付条件，为入驻

商家及消费者提供合理、舒适的购物环境提供有效保证。 另一方面，围绕公司战略，走轻重

资产结合的路子，并加大轻型化发展的业务比例，加强与公司商业运营业务的结合，形成公

司整体优势， 用自身商业地产经营和商业管理的优势与其他有实力的地产开发商合作，从

开发商土地获取开始、到开发、销售、品牌输出、商业物业运营管理等全方位进行深度合作。

在现有资金条件下，通过较少的投入加快公司商业扩张步伐，保证公司价值实现的同时加

强公司商业影响力。

4、酒店物业业务经营重点

2014年上半年，公司酒店物业继续围绕着“稳中求进，局部突破” 的经营思路，提出了

“聚焦战略，关注流程、固化模式、强化管理、提升能力”的工作思路。 公司酒店物业通过围

绕企业战略规划、目标及企业文化建设的学习，使企业战略规划、目标及文化深入到员工

中，融入到酒店管理、服务中。同时针对目前酒店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以及国家政

策调整的影响，公司酒店物业一方面以部门为单位进行各项流程制度的梳理，在部门内实

施交叉培训，对酒店人员编制进行重新梳理，培养一岗多能、一人多技的复合型多用人才。

另一方面，积极进行客源维护及产品开发，从商务市场、会议市场、网络市场等几个方面加

强对外宣传推广，在保持日常服务项目的同时，开发了一系列的增值服务，促进经营业务的

稳定发展。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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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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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情况如下：

（1）云南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股权出售

经本公司2014年3月1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同意，本公司、如家酒

店、云上四季三方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就交易各方进行有关股权出让事宜达成了初

步意向。 并经2014年4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同意，2014年4月30日，

本公司及云上四季管理团队共27名自然人作为转让方与受让方如家酒店签署了《关于转

让云南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自2014

年4月30日起，云上四季不再列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合并范围相应减少云南云上四季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宁夏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陕

西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昆明菱泰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6家子公司。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收到如家酒店支付的云上四季股转款10,000

万元（含代管理团队收取的股转款1,971.97万元），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2）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出售

经公司2013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同意，本公司、天安伟业与

受让方江苏金洋于2013年12月30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就出售江苏百大股权相关事

宜进行了约定。 并经本公司201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同意，本

公司、天安伟业、江苏金洋、无锡紫英于2014年4月25日就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之转让及补充协议》。 自2014年6月30日起，苏百大不再列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收到无锡紫英支付的江苏百大股转款37,558.08万元，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2日

证券简称：昆百大

A

证券代码：

000560

公告编号：

2014-056

号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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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因筹划没有公

开披露的重大事项，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年4月8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4年4月9日披露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4-008号）。 后经公司论证确认此次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4年4月1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于2014年4月1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4-015号）。 由于相关重组事项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尚存不确定性，经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并于2014年5月7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组停

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23号），2014年6月6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32号）,2014年7月4日披露了 《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0号）,� 2014年8月1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6号），2014年8月15日

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4号）。 停牌期

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资产重组事项的进

展公告。

停牌后，公司与交易对方及其他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达成，就

重组方案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和论证，相关中介机构相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并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范围进行进一步论证。 目前，相关尽职调查工作已经完

成，各中介机构的审计、评估等工作仍在积极进行,重组方案仍需进一步商讨，论证,尚未最

终确定。 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由于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同时，公司对股票停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000560

证券简称：昆百大

Ａ

公告编号：

2014-057

号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赛象科技 股票代码

00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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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洪光 王佳

电话

022-23788169 022-23788188-8308

传真

022-23788199 022-23788199

电子信箱

tstzqb@sina.com tstzqb@sina.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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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6,945,236.92 313,703,402.82 1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5,162,558.46 21,003,214.45 1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972,820.48 15,654,303.92 -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43,385,744.04 27,202,447.86 -627.1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3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1.66%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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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20,497,930.62 1,825,122,717.71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276,072,099.10 1,298,210,823.54 -1.7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811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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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

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32%

123,600,

000

张建浩 境内自然人

4.96% 9,840,000 7,380,000

张芝泉 境内自然人

1.98% 3,920,000

黄秀梅 境内自然人

0.39% 767,127

赵喜臣 境内自然人

0.32% 642,565

黄秀山 境内自然人

0.32% 635,881

范博 境内自然人

0.27% 539,623

大成价值

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5% 486,475

张晓刊 境内自然人

0.24% 475,719

史航 境内自然人

0.24% 472,600 3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股东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张建浩

、

张芝泉

、

史航均与上

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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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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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我国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各主要力量竞相加大对中国的投入，中

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报告期内，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转型升级出现积极变化，内需潜力依然巨大，面临一系列新的发展机遇；我国装备制造业仍

将保持平稳增长，增长基础和动力进一步趋稳趋强。

公司利用这个重要战略机遇期，结合自身特点，紧紧围绕客户的核心需求，坚持持续的

产品技术创新，不断巩固提升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继续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通过提升管

理、加强供应链及设计生产服务各环节的有序衔接，促进公司产品生产效率稳步提高 ，并

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多途径促使调结构向着稳增长的方向发展。 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

努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694.52万元，同比增长16.97%，实现利润总额2,

868.84万元，同比增长15.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16.26万元，同比增长

19.80%。 期末总资产实力较上年末基本持平，财务状况良好。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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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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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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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建浩

201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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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7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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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

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了《公司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

并于2013年8月21日上午10:00在天津赛象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5人，实际表决董事5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天津赛象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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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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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11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监事会主席主持了会议。

与会监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半年度报告无异议，专项审核意见如下：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

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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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2日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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