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14

■ 2014年8月26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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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林州重机 股票代码

002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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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庆平 常兴华

电话

0372-6024321 0372-6024321

传真

0372-6031023 0372-6031023

电子信箱

cao6024321@126.com lzzj002535@126.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943,056,885.14 925,292,545.38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72,765,738.65 113,267,760.10 -3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元

）

71,048,963.48 110,792,904.04 -3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4,303,750.16 56,338,484.62 -125.3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 0.21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4 0.21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5.40%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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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16,004,667.48 5,450,551,039.98 1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191,532,829.11 2,188,377,767.70 0.14%

（二）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2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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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现生 境内自然人

38.29% 205,428,600 205,428,600

质押

182,360,000

韩录云 境内自然人

10.11% 54,269,800 40,702,350

质押

40,000,000

北京国瑞

金泉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8% 20,300,000

质押

20,300,000

宋全启 境内自然人

3.68% 19,743,750 14,807,812

许四海 境内自然人

1.88% 10,090,000

陈阳 境内自然人

1.68% 9,000,000

质押

9,000,000

郭书生 境内自然人

1.57% 8,430,100 6,322,575

郭秋生 境内自然人

1.04% 5,564,200

郭松生 境内自然人

0.73% 3,930,600

上海浦东

发展银

行

－

广发

小盘成长

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7% 3,047,0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郭现生

、

韩录云系夫妻关系

，

为一致行动人

；

宋全启

、

许四海系郎舅关

系

；

郭现生

、

郭书生

、

郭秋生

、

郭松生系兄弟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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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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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2014年上半年，随着国家对环境污染治理、节能环保政策愈发严格，煤炭产品的需求疲软态势仍在

持续，公司主要产品煤炭综采设备订单出现下滑。 面对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齐心协力，

攻坚克难，积极应对市场变化，通过持续推进成本管控、加强专业管理，优化内部管理、实施科技创新、加

快战略转型等措施，确保了公司持续、平稳、健康运行。 继续强化大客户战略，公司与黑龙江龙煤矿业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龙林矿山工程有限公司，进一步巩固和拓展矿建服务业务；与西安

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西安重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提升公司在煤炭企业数字化

建设、安全生产服务及其他领域自动化建设方面的发展。 加快公司转型升级步伐,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制定了公司未来五年战略转型的规划纲要， 公司战略转型目标为 “打造国内一流能源装备综合服务

商” ；战略转型选向为“工业机器人的研发与制造及产业化发展” 和“油气田、页岩气、煤层气等能源技

术服务领域” 。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售收入943,056,885.14元，同比增长1.92%；实现利润总额93,646,088.22

元，同比下降42.9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765,738.65元，同比下降35.76%。 下半年，公

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将引领公司加快战略转型步伐，全力开拓公司新业务，确保公司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二）主营业务分析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943,056,885.14 925,292,545.38 1.92%

营业成本

728,598,779.16 659,437,004.37 10.49%

销售费用

23,692,402.84 19,007,822.68 24.65%

管理费用

52,533,015.31 41,752,695.68 25.82%

财务费用

43,164,757.07 35,288,989.65 22.32%

所得税费用

13,862,766.80 31,146,645.90 -55.49%

研发投入

15,269,469.01 17,813,642.76 -14.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03,750.16 56,338,484.62 -125.3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928,675.90 -376,740,840.25 -71.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268,060.76 260,254,533.63 -82.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7,964,365.30 -60,147,822.00 -29.62%

（1）所得税费用减少原因为公司利润下降，所得税费用相应下降。

（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为销售回款放缓，收到的现金减少。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为对外投资较上年同期减少。

（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原因为本期偿还了部分短期融资券、11豫中小债等债务。

（三）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公司对外投资项目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督促对外投资各子公司董事会、管理层制定了完善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强

化各子公司在科研、技术、服务、市场等方面的优势。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以创新技术和创

新经营为手段，确保项目实施的可行性，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

2、加强生产管理，提升企业效益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加快发展的总基调，向管理要效益，不断强化公司各生产环节成本管控意识，挖

掘内部管理潜力。 一是制定了各单位绩效考核管理办法，严格审核控制非生产性费用支出。 二是加强精

细化管理，合理配置各生产工序流程，形成具有公司特色的体系、流程、标准。 三是加强物资管理，完善仓

库管理，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确保仓库原材料及备品备件处于合理的库存水平。 四是强化内部管理，建

立了一套完善的卓越绩效管理考核办法。 五是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班前班后安全生产培训，加大安

全隐患排查力度，把工伤事故率降低在最低水平。

3、资本市场融资工作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司债券发行工作的议案》，由于

市场原因，公司认为发行成本较高，不能有效实现降低财务费用之目的，公司决定终止公司债券发行工

作。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及相关议案，公司

此次将发行不超过8.5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2014年8月7日， 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材料获得中国

证监会受理。

4、研发投入和新产品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新取得了“一种巷道掘进机的新型内喷雾进水机构、一种采

煤机开关闭锁结构、一种刮板输送机用紧链器、一种新型的巷道掘进机截割部的全密封装置、一种用于

60度大倾角薄煤层综采工作面的刮板输送机、链轮齿部盐浴淬火办法等6项发明专利。未来几年，公司将

围绕战略转型目标，壮大科研队伍，提高科研实力，加快各种新能源装备产品的研发工作。

5、对外合作和市场开拓情况

报告期内，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公司继续强化大客户战略，公司与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龙林矿山工程有限公司；与中煤能源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了亿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与西安重工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了西安重装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壮大矿建服务和融资租赁业务规模，为公司开辟新业务和利润增长点。

（四）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矿山机械行业

358,948,888.01 256,810,919.19 28.45% -30.34% -29.20% -1.15%

生铁及铁精粉

325,190,443.10 299,136,853.39 8.01% 189.10% 175.85% 4.42%

矿建工程服务

112,339,457.49 71,337,218.58 36.50% -44.38% -42.50% -2.08%

分产品

支架

251,419,089.99 180,588,395.86 28.17% -37.63% -37.23% -0.46%

刮板机

79,721,795.07 55,491,608.20 30.39% 133.96% 135.02% -0.31%

柱子

15,289,848.80 13,432,980.50 12.14% 242.84% 205.47% 10.75%

掘进机

4,213,675.22 2,569,972.66 39.01% -87.75% -87.31% -2.10%

采煤机

5,128,205.13 3,020,985.32 41.09%

其他产品

3,176,273.80 1,706,976.65 46.26% -91.91% -93.62% 14.47%

生铁及铁精粉

325,190,443.10 299,136,853.39 8.01% 189.10% 175.85% 4.42%

矿建工程服务

112,339,457.49 71,337,218.58 36.50% -44.38% -42.50% -2.08%

分地区

华北地区

115,530,445.73 87,336,751.48 24.40% -57.03% -54.95% -3.49%

东北地区

7,026,230.27 5,098,926.56 27.43% -85.90% -84.63% -5.96%

西北地区

150,440,815.63 99,653,058.53 33.76% 1.14% -5.28% 4.49%

华中地区

251,152,294.66 219,979,016.39 12.41% 23.52% 47.59% -14.29%

华东地区

96,805,470.05 80,429,659.73 16.92% 156.03% 176.47% -6.14%

西南地区

104,754,301.49 86,105,493.13 17.80% 2.89% 22.32% -13.06%

华南地区

70,769,230.77 48,682,085.34 31.21% 265.19% 236.72% 5.82%

（五）核心竞争力分析

1、技术研发优势

公司是行业内少数具备自主研发设计和生产能力的企业之一，具有显著的技术和研发优势，主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

（1）具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

公司通过引进、培养等方式形成由140余名行业专家、技术核心人员、技术骨干组成的梯次结构完整

的专业团队，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 公司建立了设备先进的研发中心，能够综合运用三维仿真、有限

元分析等现代化设计手段进行产品研发。 公司于2006年被河南省发改委等单位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

心，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2）基于技术积累开发有竞争力的产品

以自主研发能力为基础，公司历年已成功开发出100多种液压支架、刮板输送机等综合采掘设备，可

广泛应用于国内各种类型煤层开采环境，产品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在高端液压支架

方面， 公司研制的大倾角工作面液压支架最大倾角可达到60度， 高强度液压支架工作阻力达到18,

000KN，能够替代高端进口产品。

（3）通过产学研合作提高研发能力

公司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中国矿业大学等著名科研院所、高校建立了研发战略合作关系，充分

利用其人才、科研优势，使公司的研发能力得到延伸，形成了良好的技术创新机制。 2008年11月，公司与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成立了联合工程中心， 主要进行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和煤矿综合自动化技术的

研究和产品开发。 2012年3月，公司获得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成为河南省博士后研发基

地。

2、产品配套优势

顺应煤炭机械向成套化方向发展的行业趋势，公司在提高原有优势产品市场地位的同时，重点开发

掘进机和采煤机产品，已自主研发出系列产品并进行了充分的生产准备，形成了初步的成套化装备供应

能力。 目前，公司试制产品已交付重要客户进行试用，效果良好。 公司形成了“三机一架”设备的整体研

发和制造能力，在行业内具备较强的综合采掘设备成套供应能力。

3、营销服务优势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本” 的营销理念，不断加强销售渠道和服务网络建设，目前已初步建立起覆盖

全国20余个主要产煤省区的销售网络。 同时，公司坚持“以营销带动服务，以服务促进销售” 的市场策

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建有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第一时间了解并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专业及

时的技术服务。

4、客户资源优势

煤炭开采企业对设备供应商有严格的资格认证，加上产品具有定制化特点，通常双方会建立双向协

作的长期合作关系，以保证稳定可靠的产品供应。 目前公司客户中既包括龙煤集团、陕煤集团、平煤集团

等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也有一批中小型煤炭企业客户，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稳定的客户体系。

近年来， 公司与多家大型煤炭开采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进一步强化了公司的客户资源优势。

2011年以来，公司先后与陕煤集团下属的西安重装集团、平煤神马下属的平煤神马机械、铁法能源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对林州重机生产的设备、配件提供优先使用权” 。

5、成本控制优势

公司多年从事煤炭机械设备的生产经营，在原材料采购、成本控制、库存管理、质量管理等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 公司所在地为钢铁行业和机械铸造业聚集区，能够分享上游产业集聚效应，控制采购和运

输成本。 同时，公司所在地劳动力资源丰富并且稳定，人力成本较低。

6、人才优势

公司管理团队和核心技术人员具备长期的行业从业经历， 能够敏锐、 超前把握行业和产品发展趋

势。 为打造业内一流的研发队伍，公司在郑州设立研究所，为研发人员提供了优质的工作环境和具有竞

争力的薪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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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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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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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期相比， 合并报表范围减少了子公司徐州科博机电有限公司和徐州中矿科光机电新技术有限

公司，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林州重机转让徐州科博和徐州科光股权，转让后林州重机不再持有徐州科博和

徐州科光任何股份，故徐州科博和徐州科光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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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4-0101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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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上午9

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4年8月15日以专人递送、 传真和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董

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现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董事9人，达到法定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林州重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煤能源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能源” ）共同出资20,000万元人民币，

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注册设立融资租赁公司，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7,000万元人民币，占合资

公司注册资本的35%；中煤能源出资13,000万元人民币，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65%。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4-010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补选尹效华先生、赵正斌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和提名委员会委员。

补选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为：

战略委员会：郭现生先生、尹效华先生、赵正斌先生

审计委员会：朱小平先生、宋绪钦先生、韩录云女士

提名委员会：宋绪钦先生、赵正斌先生、尹效华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朱小平先生、宋绪钦先生、郭现生先生

各委员会成员中的第一位成员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担任召集人。 任期与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做出相应修订，具体详见修订后的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申请办理银行综合授信业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4-010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华夏银行续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因公司在华夏银行郑州分行的综合授信业务到期， 根据业务需要同意继续向上述银行申请办理不

超过捌仟万元的综合授信业务，期限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4-0102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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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上午

10时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传真等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应

参加监事三人，实际参加监事三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吕江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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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互保金额为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期限为2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4-0104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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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

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煤能源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能源” ）共同

出资20,000万元人民币，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注册设立融资租赁公司，其中：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7,000万元人民币，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35%；中煤能源出资13,000万元人民币，占合资公司注册资

本的65%。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中煤能源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是由外商出资在香港设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股本为港币壹万元，注

册地址为香港中环士丹利街50号信诚广场17字楼D室。

三、拟设立公司概况

公司拟与中煤能源共同出资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注册设立一家融资租赁公司，公司名称为“中融

康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为租赁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

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的咨询及担保、经审批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具体以工商部门审核的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充分利用深圳前海优良的区位优势以及深圳的金融创新服务，推动公司实现走出去的发展战略，

对接香港及境外市场低成本资金，拓展海外销售及租赁市场，为加快公司战略转型步伐及设立境外子公

司做准备。

融资租赁业务具有金融业务的属性，金融方面的风险贯穿于整个业务活动之中，另外还有产品的市

场风险、技术风险和贸易风险等其他方面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谨慎投资。

五、其他

公司将根据双方投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4-0105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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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林州重机” ）拟与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颖泰” ）签订《互保协议》，互保金额为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2年。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中农颖泰未相互进行任何担保

3、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审批对外担保额度为1,487,433,245.38元， 实际担保金额为489,089,

671.62元，无对外逾期担保。

4、本次互保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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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互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发展需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互保金额为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期限为2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中农颖泰林州生物科园有限公司

住 所：林州产业集聚区鲁班大道8号

法人代表：郭文江

注册资本：捌仟柒佰叁拾肆万圆整

实收资本：捌仟柒佰叁拾肆万圆整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销售、进出口业务

财务状况：

序号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0

日 备注

1

资产

577,954,295.20 885,971,196.88

2

负债

243,526,430.39 499,359,593.58

3

所有者权益

334,427,864.81 386,611,603.30

4

营业收入

345,729,000.00 211,939,000.00

5

净利润

70,862,023.65 36,543,738.49

注：2013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14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公司前董事宋全启先生离职未超过12个月，且宋全启先生现任中农颖泰董事，因此，该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且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额度：不超过1.5亿元人民币；

期 限：2年；

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双方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四、交易的必要性及影响

为满足公司战略转型及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需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以确保公司各项业

务稳步发展，相关银行要求公司提供贷款的担保单位，为此公司拟通过互保的方式来取得银行贷款。

经充分了解，中农颖泰公司经营业绩良好，资信状况良好，签订该互保协议风险较小，能够保证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经审议通过的承诺对外担保总额为1,487,433,245.38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

并总资产的27.29%，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62.75%。 实际履行的担保为489,089,671.62元，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总资产的8.97%，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20.63%；其中：公司在融资租赁

业务中为客户实际提供回购保证的金额为409,689,671.62元； 为参股子公司辽宁通用煤机装备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的短期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金额为29,400,000.00元；为合营公司鄂尔多斯市西北电缆

有限公司的短期银行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金额为50,000,000.00元；上述担保均履行了相应的审议披露

程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

1、2014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2、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此关联担保事项向独立董事进行了汇报，并在获得认可后，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赞成该议案的独立意见。

3、《关于拟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认为：根据目前公司的财务状况，同中农颖泰进行融资互保，能够满足公司战略转型和生

产经营的资金需要，有利于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对上述互保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认为该事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有利于满足

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本次互保是公开、公平、公正的，不存在损害双方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同意《关于拟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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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丰环保 股票代码

00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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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树正 王连永

电话

0543－2161727 0543－2385777

传真

0543－2161727 0543－2161727

电子信箱

stock@loften.cn loften-6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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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

元

）

1,185,336,744.40 1,144,962,199.64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7,831,053.32 6,021,464.62 -39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7,818,388.24 3,924,916.60 -553.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48,938,944.02 479,709,577.05 56.1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1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1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 0.36%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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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509,144,184.77 6,797,546,012.11 1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638,151,349.46 1,660,699,930.01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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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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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荣强 境内自然人

35.54% 329,240,000 246,930,000

质押

202,310,000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

司

－

诺亚大

成

Ａ

股精选

一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4,820,000

林德桂 境内自然人

0.41% 3,787,300

中融国际信

托有限公

司

－

中融

－

锦尚

2

号证

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3,220,000

林翔 境内自然人

0.30% 2,778,900

张展明 境内自然人

0.29% 2,672,000

洪群力 境内自然人

0.24% 2,250,000 2,250,000

郑艳丽 境内自然人

0.21% 1,907,500

董子春 境内自然人

0.20% 1,820,000

付自芳 境内自然人

0.20% 1,811,3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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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经济形势持续低位运行，投资需求增长乏力，行业竞争日益激

烈。 面对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公司坚持加强新产品开发、产品调整，增加高附

加值的产品数量，进一步提高员工技术技能、提高产品质量，加大市场的开发

力度，加强成本管理，减少资金占用。 继续抓产量、质量、工艺、成品率、工作效

率，生产安全，保证了公司产品的应用。

2014年上半年主要经营指标的完成情况：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18,533.67�万元，较同期增长3.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

783.11万元，较同期下降396.12%。 导致经营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

受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下行影响，公司所属铝加工行业持续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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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于荣强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6日

股票代码：

002379

股票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

2014－036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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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

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2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向各位董事发

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2014年8月25日在公司二楼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会议

由董事长于荣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4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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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久立特材 股票代码

002318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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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杰英 寿昊添

电话

0572-2539041 0572-2539125

；

0572-2539041

传真

0572-2539799 0572-2539799

电子信箱

jlgf@jiuli.com jlgf@jiu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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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357,372,621.67 1,382,512,081.88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5,060,322.89 101,484,018.50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05,947,088.14 96,848,352.43 9.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44,270,702.64 87,434,638.90 -49.3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4 0.33 3.0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4 0.33 3.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52 6.19

下降

0.67

个百分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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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73,100,258.97 3,100,236,334.18 1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941,295,118.52 1,785,838,455.74 8.70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18,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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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立集团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2 132,348,556 0

质押

7,360,000

美欣达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35 41,660,000 0

中国农业银

行

-

长盛同

德主题增长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 100,000 0

周志江 境内自然人

3.06 9,552,960 7,164,720

质押

1,600,000

李郑周 境内自然人

1.37 4,278,217 3,208,662

质押

1,960,000

蔡兴强 境内自然人

1.05 3,287,934 2,465,950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

长盛

动态精选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2,001,205 0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

司

-

华泰柏

瑞积极成长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1,540,180 0

陈黎春 境内自然人

0.48 1,491,926 0

百年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

-

传统

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8 1,180,41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李郑周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志江先生的外甥

，

持有公

司股份

4,278,217

股

。

除此之外

，

本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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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公司股东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660,000

股

外

，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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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0,000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41,660,000

股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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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 公司面对的宏观经济环境较2013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全球经济复苏仍艰难曲折，国际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依然乏力，新兴经

济体增速下滑；国内经济增速明显弱于预期，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综观上半年，

不锈钢上游原料价格大幅波动，下游行业投资放缓，影响市场需求增长。

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仍然坚定不移地走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

不断推动产品向“长、特、优、高、精、尖”的方向发展，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 为平台，以持续提升创新能力为目标，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多年来公司先

后自主开发了一批特色高技术产品，并替代了进口。 报告期内，公司共完成科

研项目立项62项。 其中：新产品类项目24项，如718镍基合金管、镍基系列无

缝管件、大口径焊接管件、用于复合管内衬管的825焊接管等高附加值产品。

然而新产品开发时间周期较长，开发成功到真正实现国产化替代不能一蹴而

就。 公司克服种种困难，随着各募投项目产能的逐步释放，公司整体效益在保

持平稳的基础上略有增长。 2014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57亿元，同

比下降1.82%；实现净利润1.06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05亿元，同比增长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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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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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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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直接设立或投资等方式而增加子公司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与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浙江天管久立特材有

限公司， 于2014年04月29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并取得注册号为

330504000071894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50,000,000.00

元，本公司出资32,500,000.00元，占其注册资本的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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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州久立挤压特殊钢有限公司与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湖州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公司，于2014年05月23日

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330500000025610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00,000.00元，截止报告期末本公司出资12,

750,000.00元，占共同已投资额的51.00%；根据湖州永兴特种合金材料有限

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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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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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周志江

201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4-074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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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于2014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4年8月25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

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

经过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浙江久

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浙江久

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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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5日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4-073

林州重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535

证券简称：林州重机 公告编号：

2014-0103

证券代码：

002379

证券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

2014-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