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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26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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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 股票代码

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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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观群 张莉瑾

电话

0575-86017157 0575-86017157

传真

0575-86125377 0575-86125377

电子信箱

sgq@cnhu.com z.lijin@cn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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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30,497,928.40 2,018,440,079.96 5.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548,723,718.22 411,141,329.40 3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543,999,717.00 420,044,435.85 2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494,842,950.89 428,666,411.07 15.4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50 0.38

【

注

】

31.5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50 0.38

【

注

】

31.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16% 6.70%

增加

1.4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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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924,304,040.75 8,555,874,591.90 4.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6,756,851,069.45 6,570,557,702.17 2.84%

【注】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股本由725,946,000股增

加到1,088,919,000股， 上述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按照调整后的股本重新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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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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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6.36%

613,678,

25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安安顺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

16,666,

69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4%

10,188,

86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005L-CT001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9% 9,694,168

中国工商银行

－

南方绩优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9,623,469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安宏利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8,0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6,208,25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6% 5,111,544

胡柏剡 境内自然人

0.55% 5,962,389 4,471,792

胡柏藩 境内自然人

0.52% 5,687,009 4,265,2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

胡柏剡

、

胡柏

藩为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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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增长，国际需求整体好转，而禽流感事

件对国内经济带来影响仍在持续。 在总体情况向好的经济环境下，公司紧紧围

绕“创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管理、提能增效” 的经营指导思想,�强化战略主

题执行，推行安全绿色经营，通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基本完成阶段性的

各项工作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30亿元，同比增长5.55%；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49亿元，同比增长33.46%。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4-018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8月18日以

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4年8月2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应参加表决的董事十一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十一名，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

2、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3、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昌德力石化设

备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4-020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同意为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山

东新和成氨基酸有限公司三家全资子公司在2014－2016年度融资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4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并授权董事长办理具体的签署事项及授权

其在担保到期后根据需要在额度内办理续保事宜。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2日，注册资本800万美

元，注册地址：新昌，法定代表人：胡柏藩，经营范围生产维生素（Ⅱ）：维生素

E、维生素AD3、维生素D3、维生素A乙酸酯、D-生物素、虾青素；着色剂（Ⅱ）：

β-胡萝卜素、斑蝥黄（饲料添加剂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6年3月31日）；销

售自产产品等。

截止2014年6月30日， 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总资产171,874.35万

元， 所有者权益123,926.63万元，201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69,070.74万元，

净利润9,728.43万元。

2、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1月21日，注册资本1500万

元，注册地址：新昌，法定代表人：胡柏剡，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

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开展对外贸易和转

口贸易。

截止2014年6月30日， 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总资产9,533.87万元，

所有者权益2,379.52万元，201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1,846.52万元， 净利润

67.75万元。

3、山东新和成氨基酸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5月9日,注册资本：10,000

万元，注册地址：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园北环街以北、海王街以

南、海林路以西、丹河以东，法定代表人：胡柏剡，经营范围：蛋氨酸项目的投资、

建设、管理；国家允许的货物进出口。

截止2014年6月30日，总资产11,407.86万元，所有者权益9,540.89万元，

2014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30.06万元。

上述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山东新和成氨

基酸有限公司拟申请不超过4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为其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4年6月30日，除对全资子公司新和成（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存在

担保余额19,029.20万元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浙江新维普添加剂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进出口有限公司、山东新和成氨

基酸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同意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六、备查文件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14-021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4年8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新昌德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

易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胡柏藩、胡柏剡、王学闻、石观群、崔欣荣进行了回避

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规

则》等的有关规定和审批权限，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不

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人

预计

2014-2016

年度年均交易金

额

（

万元

）

2013

年度关联

交易总金额

（

万元

）

采购产品 镁粒镁片

、

容器设备

新昌德力石化设备有限公

司

5500 4079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新昌德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下称“德力石化” ）与公司为受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企业。 该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注册资本3840.80万元人民币，法

定代表人崔欣荣，法定住所为浙江省新昌县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梅渚），主

要经营：生产镁粒、镁片，第一类低压容器、第二类低压、中压容器设计制造；第

三类低、中压容器制造、安装、修理、技术改造；GB类GB2及GC类GC2压力管道

安装改造维修； 生产销售：石化设备及泵、供水及水处理设备；货物进出口。 截

止2014年6月30日，德力石化未经审计的资产合计18,687.59万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3,920.59万元，2014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6,975.82万元，净利润-342.25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德力石化与公司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德力石化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与德力石化公司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在2014-2016年度的年均

交易额约为5500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德力石化签订2014-2016年度采购协议，交易标的为公司经营所需

的镁粒镁片及容器设备；交易价格以市场价进行结算，交易结算方式为镁粒镁

片产品到货30天内付款、设备类合同在订单生效后预付货款的30%，货到三个

月内再付货款的60%，余款作为质保金在无质量问题条件下一年后十五天内付

清。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新昌德力石化设备有限公司具有多年生产镁粒镁片和容器设备的经验，通

过德力石化集中采购，能减少采购环节和提高使用效率。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2014-2016年

度，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与德力石化公司发生的关联

交易，系必要、合理的关联往来；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原则公允，未发现

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此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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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音控股 股票代码

0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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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绍文 刘冰

电话

010-58300807 010-58300807

传真

010-58300805 010-58300805

电子信箱

dongmi@chinatelling.com liubing@chinatell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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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851,596,281.82 13,178,083,292.89 27.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91,354,731.60 -50,212,578.69 48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88,598,070.70 -50,908,500.10 -27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24,714,575.81 -1,025,719,759.52 48.84%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2 -0.053 481.1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02 -0.053 481.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9% -2.35%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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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383,896,180.47 11,545,191,682.01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376,405,608.66 2,184,697,470.27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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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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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新闻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3%

131,917,

590

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9.55% 90,465,984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11% 86,300,019

深圳市鼎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24% 68,531,663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利

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8% 13,998,000

钱卫国

境内自然

人

0.88% 8,289,181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外贸信

托

·

朱雀漂亮阿尔法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6% 3,397,451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LOF)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2% 2,104,815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红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0% 1,849,2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沪深

300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17% 1,62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发现上述股东属于

《

上市

公司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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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48,522,110

股

，

持股比例

为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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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国内总体经济环境依然保持2013年的态势，但通讯行业的市

场环境却发生的诸多变化。随着移动通讯领域4G时代的到来，伴随着各种移动

互联网的应用的快速发展，得智能手机行业市场销售依然表现出强劲增长；3G

逐步加快向4G迅猛转换，运营商受国家对补贴下降需求以及营改增影响，使得

手机分销市场风险和机会并存；以三星、苹果为代表的高端市场逐步饱和，市场

增长点逐步向千元机转型；互联网品牌持续增长，各类新品牌异军突起，加速了

国产品牌市场份额的迅猛上升；电商渠道进一步发展，加之运营成本上升，使得

传统零售企业盈利能力下降。 上半年公司一方面积极布局4G产品，实现销售，

迅速争取4G产品市场份额， 另一方面在3G产品方面积极清库并快速销售，同

时积极布局互联网品牌手机。 移动互联网板块方面，塔读和欧朋业务在激烈市

场竞争中继续发展，手机游戏向发行平台过渡。 尽管整体经营利润业绩在市场

压力之下同比下滑，但是广大员工在历练当中观念得到转变，能力得以提升，公

司战略正有序较快的落地，这为今后做好平台、移动转售和移动互联网业务打

下了良好基础。

下半年内，公司仍然面临着机会和挑战并存的市场局面，面对手机行业巨

大市场容量。 公司下半年主要推进以下举措。 (1)积极争取和布局优势产品，增

加手机商品的分销资源储备；（2） 面对手机分销渠道转向社会化渠道的变化，

加强渠道客户拓展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渠道作业能力；(3)积极布局电商模式攻

坚突破，B2B电商年内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特色的路来；(4)优化组织。提升人员

效能，继续提高一线和后台人员比值；(5)人才培养。 保障分公司关键人才，做好

绩效管理、薪酬优化和人才保有；(5)做好成本费用管理；各单位成立成本优化

小组，提升成本效益；(6)继续发力战略业务，全力争取移动转售业务板块在转

售业务领域取得领先地位；（7） 继续强化移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和业务整合。

下半年公司要上下齐心协力，确保任务目标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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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天音信息服务 （北京）有

限公司， 于2014年01月02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并取得注册号为

110113016635003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本公

司出资 1000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

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本期本公司转让原全资子公司江西星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江西省祥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51%股权，对其不具有实际控制权，使得该等子公司转

为联营公司并采用权益法核算， 故自办妥股权变更手续之日起不在合并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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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

000829

公告编号：

2014- 047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短信方式发至全体董事。

公司董事11人，参加会议事项审议表决的董事11人，公司同时将会议审议事项内容

告知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

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细

内容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否决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孙海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孙海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为本议案审议通过至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否决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

000829

公告编号：

2014- 049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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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

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孙海龙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

任孙海龙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时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的相关文件。

孙海龙先生简历如下：

孙海龙先生，197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国兰斯高等工商管理

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孙海龙先生1999年3月-1999年6月在沈阳都瑞轮毂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

1999年-2001年在LG电子沈阳分公司任区域经理；2001年8月-2003年3月在法国

兰斯高等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3年3月-2003年8月在裕华集

团任总裁助理；2003年8月8日至今2014年8月12日在东易日盛家居装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任职，先后担任董事长助理、国际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2014

年8月26日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孙海龙先生与本公司、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除本公司外，未在其他单位担任任何职务，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117号德胜尚城D座

办公电话：010-58300807

传真号码：010-58300805

电子信箱：sunhail@chinatelling.com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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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海股份 股票代码

00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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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迪龙 陈伟

电话

0574-87901130 0574-87911788

传真

0574-87901002 0574-87901002

电子信箱

ir@zjwh.com.cn ir@zjw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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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10,064,945.20 527,264,103.79 3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9,872,635.16 18,672,471.82 5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9,585,769.10 17,532,770.66 6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92,688,249.35 -198,033,657.23 -2.7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06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6% 2.16%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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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93,535,710.00 2,605,344,330.57 14.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482,166,047.85 934,305,141.75 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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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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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49%

151,050,

000

151,050,000

质押

151,050,

000

陈美秋

境内自然

人

3.01% 10,944,000

罗全民

境内自然

人

2.96% 10,773,000

张子和

境内自然

人

2.96% 10,773,000 8,079,750

邱春方

境内自然

人

2.35% 8,550,000 6,412,500

质押

2,322,800

王掌权

境内自然

人

2.35% 8,550,000 6,412,500

江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江信

基金定增五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6% 7,850,000 7,850,000

华安基金

－

光大银行

－

中海

信托

－

围海股份

（

商裕四

期

）

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3% 7,380,000 7,380,00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73% 6,300,000 6,300,00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9% 6,150,000 6,1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

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全

宏与公司股东陈美秋是夫妻关系

；

2

、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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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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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地方政府负债高企等综合因素影响，各地

重大水利工程项目启动较为审慎。 但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三年发展规划和年度

工作会议的要求部署，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全体员工付出了艰辛努力，取得了

一定成绩。

（一）市场经营方面：

上半年，公司积极参与工程投标，中标项目工程领域逐步多元化，根据“领

域拓展” 的重要策略，不断提高市政、园林、交通等其他领域的市场份额。

（二）工程管理方面：

1、安全生产管理深入开展：3月份，公司特邀中国水利协会专家开展水利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培训。6月份，中国水利协会专家对公司进行了安全生产标

准化达标指导。同时，公司及时开展防台度汛检查，督促项目部积极做好工程投

保，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公司安全生产管理逐步实现标准化、常态化。

2、 质量管理持续有效： 上半年， 公司在建工程单元工程评定合格率为

100%。 5月份，宁海下洋涂围垦工程通过验收，结果为优良。 该项目还获得了

“2013年度浙江省‘安康杯’ 竞赛优胜班组称号” ，并通过了大禹奖预审，下半

年10月份，将迎接大禹奖评审委员会对工程现场的检查。 同时，在QC小组活动

方面，公司4项课题获2014年水利行业QC成果一等奖，2项课题获二等奖，公司

获“水利行业优秀QC小组活动组织奖” 。

（三）企业管理方面：

上半年，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方面作了一系列积极探索：

1、内部管理举措不断创新：春节后上班首日，公司组织总部全体人员和分

子公司负责人召开工作动员会，确保全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年初，公司制发

经营班子考核表和 《2014年工作手册》， 为全年工作开展梳理明确 “行动指

南” ；5月份起，公司实施子公司、项目部对总部部室服务情况打分并纳入考核

范畴，督促总部部室职能转变。

2.制度和流程建设扎实推进：年初，公司总部对现运行的管理制度进行了

全面梳理，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等四个层次、百余项管理制

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了公司各项日常管理工作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 同时， 公司对总部各部室使用的工作流程进行梳

理，推广OA办公系统，公司将全面实现“无纸化” 办公。

3.人力资本持续提升：上半年，公司新增各类有效证书百余份；同时，公司

还启动了人员轮岗工作，满足不同岗位用人需求、不断激发员工工作活力。

4.专项审计确保风险有效管控：上半年，公司根据原定计划，有序开展了

BT项目跟踪审计；按照深交所要求，开展了一、二季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

审计、围海股份2013年度业绩快报审查等，确保了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还

对下属子公司2013年度经营绩效进行了审计， 审定了各子公司2013年年度经

营绩效考核数据，确保结算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

（四）产融结合方面：

上半年，公司持续推进产融结合发展战略，凭着优质的创新活力和发展潜

力，公司荣获“中国资本‘新桥奖’ 最具投资价值上市公司” 。

1.定向增发圆满完成：公司自去年5月份启动定向增发工作，今年2月份，9

家投资机构成功获配公司定增股份。 3月20日，定向增发股份成功上市。至此公

司定向增发圆满成功，本次共募集资金总额约6亿元，新发行股份5911.33万股，

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资本实力，增强了未来发展潜力。

2.借力金融机构助推企业发展：4月份，公司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签订全

面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国信达将根据公司发展需要，为公司提供全方位

的投融资和资本运作服务； 公司还与交通银行宁波分行签订额度为15亿元的

综合授信协议。

3.以良好收益回报股东：上半年，公司以每10股人民币1.50元（含税）向在

册股东派发现金股利；另外，公司以6.9%的票面利率对期满一年的“13围海

债” 派发利息。 公司以良好的投资回报率，获得市场的广泛好评，在证券市场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五)党群和企业文化方面：

上半年，公司党工团和企业文化工作围绕增强凝聚力、传递正能量的核心

任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系列庆祝活动按计划推进。 6

月份，围海十大优秀青年评选活动成功举办，十位优秀青年脱颖而出成为围海

青年学习进步的新榜样、新标杆。 公司还印发了两期《新拓》内刊，可读性和思

想性不断提升；公司工会组织了户外踏青活动。 6月底，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第2

次职工代表大会；此外，各党支部组织也先后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党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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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全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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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6日以书面、 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

事，董事会于2014年8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

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冯全宏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

摘要》；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会议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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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6日以书面、 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

监事会于2014年8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

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丽君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认真审议研究，全体监事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 《<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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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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