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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长 春 燃 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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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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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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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燃气 60033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树怀 赵勇

电话 0431-85954615 0431-85954383

传真 0431-85954665 0431-85954383

电子信箱 shuhuai0333@126.com ccrq_zy@163.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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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7,600,950.48 4,400,535,557.84 6.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891,577,624.64 1,903,703,488.87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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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328,171.58 -103,401,649.56 -75.3629389

营业收入 734,651,023.77 835,237,708.90 -1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035,272.68 8,642,270.40 -27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41,912.28 8,394,595.36 -285.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79 0.46 减少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8 0.02 -2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8 0.02 -240.0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0,53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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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2.57 278,400,000 33,600,000 无

李赛英 境内自然人 0.53 2,814,462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38 2,000,081 无

晏强 境内自然人 0.37 1,936,099 无

韩常乐 境内自然人 0.29 1,548,096 无

钱正兴 境内自然人 0.28 1,488,000 无

林宣萍 境内自然人 0.27 1,432,457 无

潘苗 境内自然人 0.24 1,276,300 无

郑成清 境内自然人 0.24 1,265,506 无

许元晖 境内自然人 0.22 1,159,8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不知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2015年上半年业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报告期内，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73,465.10?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2.04?%， 营业利润-1,

891.94?万元，较上年下降3150.06万元，净利润-1,823.91?万元，较上年下降

3115.11万元，导致公司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是：1、近年公司用于气源和安全方

面的固定资产投入很大，增加造成折旧增加；2、由于贷款增加造成财务费用增

加；3、由于房地产下滑造成安装工程利润下降。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734,651,023.77 835,237,708.90 -12.04

营业成本 567,446,615.14 658,659,637.82 -13.85

销售费用 118,309,934.49 101,671,643.75 16.36

管理费用 65,582,892.48 63,909,328.61 2.62

财务费用 12,648,180.31 1,162,675.73 98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328,171.58 -103,401,649.56 -75.362938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145,965.66 -130,030,369.7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9,918,431.36 48,625,000.00 825.28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焦化产品销量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是焦化产品产量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工资、折旧、运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折旧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减少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增加所

致。

2其他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无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

目前公司正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批准和筹备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工作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销气量1.3亿立方米；天然气置换工程完成12万户，公

司计划在2015年末完成全长春市的天然气置换煤制气工程。 公司同时将顺应

城市能源结构调整布局，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步伐，加大车用燃气市场开发力度。

告期内，公司外环高压管网工程、天然气应急调峰项目及天然气置换项目

进展顺利，为长春市城市清洁能源布局及公司产业结构调整打下了良好基础。

(4)其他

无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冶金焦收入 162,991,589.02 175,953,428.16 -7.95 -21.35 -26.78

增加8.00�个百

分点

燃气 395,221,042.93 287,055,409.32 27.37 -4.77 -3.96

减少0.61�个百

分点

安装工程 136,967,504.18 70,702,154.44 48.38 7.50 32.00

减少9.58�个百

分点

燃气具 3,600,402.57 2,335,978.89 35.12 2.09 -0.16

增加1.46�个百

分点

设计 5,900,871.95 7,478,112.99 -26.73 15.85 21.46

减少5.86�个百

分点

化工产品 17,528,160.71 13,428,466.48 23.39 -65.53 -67.79

增加5.37�个百

分点

监理 3,455,657.47 2,197,829.00 36.40 -23.80 22.44

减少24.02�个

百分点

燃油 1,492,849.59 1,417,177.79 5.07 186.63 185.15

增加0.49�个百

分点

供暖 1,718,625.22 2,513,131.72 -46.23 -36.65 -33.11

减少7.74�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省内 561,607,626.85 7

省外 167,269,076.79 21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1、特许经营

公司在经营区域内，具有一定的区域垄断性，已获得长春市及其他八个城

市的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并能为区域内客户进行长期稳定的燃气供应。

2、供配气能力

公司目前有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能源上游供应商，并已经签订有长期供气

合同。 长春市区已经建成地下管网2943公里，形成了高压和次高压、中压、低压

四级压力输配系统。

3、资源优势

公司具备从市场开发、设计、施工、监理、客户服务到运营的完整的产业链，

拥有国家市政甲级设计院、市政二级总承包施工队伍、市政工程甲级监理公司，

积累了燃气技术咨询、供气调度、燃气应用、抢修抢险、物料储运、不同气源置换

等方面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

4、市场空间

公司在经营区域内有稳定的客户资源，能够提供稳定的收益和现金流。

随着打造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气化吉林"战略实施推进和长春市经

济发展，省内、外及长春市潜在目标客户市场发展空间巨大；大气环境雾霾治

理，又给车用气业务、分布式能源与“煤改气” 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与实施提供

了新的发展机遇。

5、品牌与服务

公司秉承"以客为尊、安全可靠、诚信负责、追求卓越"的服务理念，在"亲

切、专业和高效率"服务上持续优化与提升，推行了多项特色服务模式，从而提

升了公司的行业地位并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对长春燃气（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限公司投资850万元。

该公司为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发起设立的公司，经营范围为燃气设施建

设。 上年同期无长期股权投资事项。

(1)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2013年 非公开发行 46,177.49 46,084.94 92.55 银行存款

合计 / 46,177.49 46,084.94 92.55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

称

是否

变更

项目

募集资金

拟投入金

额

募集资金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

计实际投入

金额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进度

项 目

进度

预 计

收益

产生收

益情况

是 否

符 合

预 计

收益

未达到计

划进度和

收益说明

变 更 原 因

及 募 集 资

金 变 更 程

序说明

长春市天然

气置换煤气

综合利用工

程

否

46,

177.49

46,084.94 否

99.80

%

2,

611.7

2

2614.2

6

是

合计 /

46,

117.49

46,084.94 / /

2,

611.7

2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

明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其他

无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子公司全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

本（万

元）

占被

投资

单位

权益

比例%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长春汽车燃气发

展有限公司

车用液化石油气的经销

等

5,000 100 131,483,494.01 61,199,427.51 51,510,779.45 -8,803,636.28 -7,771,614.94

长春振威燃气安

装发展有限公司

长春市区域内工业、公用

以及民用气的受理安装

（凭资质证书经营）

2,000 75 280,857,817.93 164,284,620.44 2,199,580.00 -942,603.42 -942,603.42

长春振邦化工有

限公司

生产有机化工产品及建

筑材料

3,000 100 38,578,990.96 7,730,764.46 0.00 -2,191,202.64 -2,191,202.64

长春燃气（德惠）

发展有限公司

天然气经销、管道安装等 2,000 100 76,404,672.43 28,399,735.20 22,387,917.97 2,726,747.13 2,044,573.65

长春燃气（延吉）

有限公司

管道燃气生产供应、瓶装

液化气生产供应等

3,500 100 149,950,536.50 32,496,768.59 18,819,412.04 -3,437,282.82 -3,437,282.82

长春燃气热力研

究设计院有限责

任公司

市政公用行业（给水、排

水）工程、压力管道设计

及咨询等

600 100 29,338,315.69 13,419,947.54 5,900,871.95 -5,374,922.23 -5,347,930.00

吉林省公用工程

监理有限公司

房屋建筑工程及市政工

程监理、项目管理及技术

咨询等

300 65 5,760,389.83 4,145,716.59 3,455,657.47 -395,517.88 -349,958.62

长春燃气（双阳）

有限公司

天然气经销、管道安装等 3,000 100 91,102,383.09 28,286,774.12 14,556,612.62 -1,765,550.67 -1,768,619.37

吉林省永晟燃气

安装开发有限公

司

燃气设施、设备、燃气管

网、管道的安装建设

2,000 100 46,718,518.15 29,269,654.27 27,497,681.18 4,806,797.30 4,649,137.18

吉林省清洁能源

开发利用有限公

司

分布式能源项目的研究

与开发应用， 供热服务、

制冷服务、燃气具、空调、

锅炉经销

3,000 100 36,468,716.51 24,940,567.61 2,298,627.22 148,737.25 -138,915.99

公主岭长燃天然

气有限公司

天然气经销、管道安装等 1,000 100 32,414,019.30 4,545,452.11 259,908.85 -1,382,926.07 -1,382,926.07

长春燃气（龙井）

有限公司

天然气销售、燃气运营服

务、 燃气具生产销售，液

化气供应、 汽车燃气改

装、汽车加气、燃气工程

安装、天然气利用项目开

发、 燃气直燃机经销项

目。

5,000 70 98,387,515.26 34,782,906.59 9,254,985.50 -3,370,241.45 -3,354,441.45

长春燃气（图们）

有限公司

天然气销售、燃气运营服

务、 燃气具生产销售，液

化气供应、 汽车燃气改

装、汽车加气、燃气工程

安装、天然气利用项目开

发、 燃气直燃机经销项

目。

2,000 70 40,795,982.54 12,292,941.90 4,067,615.64 -2,555,805.83 -2,555,505.83

长春燃气（珲春）

有限公司

天然气销售、燃气运营服

务、 燃气具生产销售，液

化气供应、 汽车燃气改

装、汽车加气、燃气工程

安装、天然气利用项目开

发、 燃气直燃机经销项

目。

3,000 70 103,549,224.28 28,019,014.83 6,595,057.33 -1,525,223.11 -1,525,373.11

长春天然气有限

责任公司

天然气管道输送、天然气

供应、管道工程专业承包

7829.26 20 1,216,128,614.16 615,636,167.26 399,735,225.28 97,259,960.26 82,250,538.37

吉林调峰天然气

有限公司

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

的生产、供应与销售等

2,000 100 3,066,408.41 2,733,072.30 0.00 -1,148,702.33 -1,148,702.33

长春燃气（长白山

保护开发区）有限

公司

燃气设施建设 3,000 100 9,560,403.48 8,451,595.48 0.00 -348,404.52 -348,404.52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长春市燃气输配管网（新建） 22,980.00 93.05 1,030.04 21,382.54

长春市天然气外环高压环网 60,000.00 57.68 9,235.13 34,609.64

合计 82,980.00 / 10,265.17 55,992.18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4.2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张志超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8日

公司代码：60033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长春燃气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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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邦股份 股票代码 00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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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俊峰 夏晓波

电话 0535-4631769 0535-4631769

传真 0535-4631176 0535-4631176

电子信箱 zjf498496@126.com xiaxiaobo105@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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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73,409,692.64 6,233,303,443.25 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628,750.98 135,439,183.49 -1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0,135,412.56 91,345,255.41 -3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8,841,434.23 418,612,956.24 -4.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15 -1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3% 3.96%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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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74,949,318.98 10,515,086,961.44 1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11,690,093.02 3,556,998,469.87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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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8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烟台恒邦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50% 323,200,000 质押 293,600,000

王信恩 境内自然人 6.85% 62,400,000 62,400,000 质押 62,400,000

中航鑫港担保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0% 20,000,000

高正林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14,000,000 质押 14,000,000

王家好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15,900,000 质押 15,900,000

张吉学 境内自然人 1.75% 15,900,000 14,000,000 质押 14,000,000

交通银行-华

安宝利配置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3% 5,700,000

阿不都热依木

江?艾比布拉

境内自然人 0.34% 3,140,624

兴业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兴

云东莞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4% 2,179,2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信

诚中证800有

色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2% 2,018,7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述股东中，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信恩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恒邦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持有恒邦集团30.90%的股份，持有本公司6.85%的股份。 高正林先生、王家好先生、张

吉学先生持有恒邦集团的股份，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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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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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全球经济虽缓慢复苏，但消费市场整体低迷的总体趋势仍未明显

改善，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起伏、震荡下行，有色金属行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

压缩，企业经营工作压力重重。 面对这种不利局面，公司董事会带领经理层发

扬创新精神，并以理念创新为引领，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经过持续

不断的努力，公司新建和技改项目得以扎实推进，进一步提升了公司的技术实

力。 同时， 公司着眼全球经济变化的大趋势，利用资本市场工具，规避市场价

格波动风险，实现了经营工作的平稳向好运行，较好的完成了公司2015年上半

年工作计划，有效提升了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67,340.9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06%；营业利

润13,261.9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

662.8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89%；总资产1,157,494.93万元，比上年末增

长10.08%；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361,169.01万元，比上年末增长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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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期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2家， 分别为香港恒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恒邦国际商贸有限公司。香港恒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开始运营之

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恒邦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4月完成注册

设立，目前尚未开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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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曲胜利

201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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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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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8日以专

人送出和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

通知》，会议于2015年7月28日上午在公司1号办公楼三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信恩先生召集并主

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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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5-041）全文详见2015年

7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4-040）详见 2015年7

月29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

转增的议案》，公司注册资本拟由45,520万元变更为91,04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章程修正案》见附件，《公司章程（草案）》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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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黄祥华先生、金福海先生、战淑萍女士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核查，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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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详见

2015年7月29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2015年8月18日下午2:30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15-044） 详见2015年7月29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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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章程修正案。

山东恒邦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9日

附件

章程修正案

现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内容如下：

鉴于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议案》，现将《公司章程》

原：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552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45520万

元。

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1040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9104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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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事项。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通知于2015年7月18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会议于

2015年7月28日上午11：00在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11号公司1号办公楼

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孔涛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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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行为。 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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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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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基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事项, 定于2015年8月18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8月18日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8月17日～2015年8月18日。 其中：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

月1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17日15:

00�至2015年8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5年8月12日

4、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11号1号办公楼三楼

第一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

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

交，程序合法，资料完备。

2、本次会议的提案如下：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5年修订）》的规定，属于涉及影响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应对中小投资者（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

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根

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3、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所有提案内容详见刊登在2015年7月29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8月12日下午3:00收市以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5年8月13日至2015年8月14日（上午9:00-11:30、下午

13:00-17:00），逾期不予受理。

2、登记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11号公司1号办公楼二楼

证券部。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

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

委托书（见附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及持

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

登记。

4、受托人在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个人股东亲自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股东授权委托书。

（2）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3）委托人为法人的，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会、其他决策机构决议授

权的人作为代表出席公司的股东大会。

（4）委托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

有一票表决权。 授权委托书应当注明在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的情况下，委托人

或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

互联网投，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

1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本公司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

式对表决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237 恒邦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2237；

（3）在“买入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申报价格，1.00元代表议案1，

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委托价格与议案序号的对照关系如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对 应

申报价格

总议案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 100.00

议案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00

议案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

（4）在“委托股数” 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股 2股 3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

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已先投票的一项或

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

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为准。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如股东对除累积投票制以外所有议

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

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姓

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

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

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激活指令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在申报5分钟后即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

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

交易系统挂失，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报5分钟后注销，注销后可重新申

请。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后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

账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

为2015年8月17日15:00�至2015年8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交易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 股东大会表决结

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如某一股东仅对部分议案进行投票，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

大会，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

案，视为弃权。

六、其他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联 系 人：张俊峰

3、联系电话：（0535）4631769� � �传真：（0535）4631176

4、邮政编码：264109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9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委托人）现持有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股

份” ）股份 股，占恒邦股份股本总额（91040万股）的 %。 兹全权委

托 先生/女士代理本人出席恒邦股份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

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

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

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序号 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特别说明事项：1、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以在 “同意” 、“反对” 、“弃

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示。如果

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标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

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授权

委托书可按以上格式自制。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237� � � � � � � �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