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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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A 股票代码 0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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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华仙 刘海波

电话 0833-5528075 0833-5544568

传真 0833-5526666 0833-5526666

电子信箱 000888@ems517.com 000888@ems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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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171,567.81 422,654,641.82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4,850,766.30 53,818,663.63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5,042,192.21 55,019,049.52 0.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7,220,166.84 68,834,542.79 5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41 0.1021 1.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41 0.1021 1.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8% 3.32%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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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822,291.31 2,205,115,827.57 -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71,007,682.41 1,763,579,095.29 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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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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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

旅游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32.33% 170,347,250 0

乐山市红珠山宾馆 国有法人 7.01% 36,924,750 0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

信稳健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4.99% 26,268,730 0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自有资金华泰组

合

其他 2.37% 12,484,072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

合

其他 2.32% 12,237,76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

合

其他 2.22% 11,699,99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工银瑞信创新动

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0% 10,558,406 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长

信金利趋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95% 10,300,49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兴业事件驱

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8% 8,865,534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互联网加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4,586,75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四川省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乐山市红珠山宾馆无关联关系，

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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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其他

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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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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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变更日期 2015年04月09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名称：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5-37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年08月05日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坚定不移地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改革作为

第一动力，坚持“一手抓营销、一手抓传统产业、一手抓新兴产业” ，加快推动产

业转型，千方百计培育利润增长点。

1、坚持传统营销和网络营销有机结合，不断创新营销方法，营销手段转型

升级，营销活动异彩纷呈，实现了景区资源亮点宣传效应的最大化。

2、不断完善智慧旅游服务体系，智慧化旅游项目建设进展迅速。 一是酒店

系统的全面部署与总集成、商业智能分析系统、识途网接口的贯通，保证了票务

综合管理系统的全面稳定运行，游客在网上预定酒店、游山票、索道票更加方便

快捷；二是完成识途网与内部酒店订单的数据接口建设，单体酒店与总集成的

实时、定时数据接口建设，各酒店单体酒店管理前台及后台部分的投运，改变了

原来单体酒店各自营销的局面，促进酒店朝集团化、网络化方向发展。

3、围绕打造“大峨眉国际旅游区” ，积极推进洪雅相关项目建设，加快构建

“成都—乐山大佛—峨眉山—洪雅柳江—眉山” 的双向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形

成游客东进西出和西进东出的旅游大环线，以推动“大峨眉” 区域旅游人数的

快速增长。

4、坚持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两手抓，不断拓展和培育公司新的旅游产业项

目，着力抓好产业链条价值挖掘，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创新空间，使传统产业与新

兴产业相互促进、相互驱动。

5、截止6月30日，公司游山票购票达到14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31.5万

人次，增长27%；实现营业收入4.6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0.77%；实现净利润

548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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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单位固定资产确认价值由2000元调整为5000元，从2015年1月1日

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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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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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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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

会议于2015年8月6日在峨眉山大酒店召开。公司通知于2015年8月3日以书面、

短信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马元祝先生主

持，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审议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全文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

2、《关于审议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全文

内容详见公告：2015-39号）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3、《关于审议<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全文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4、《关于审议公司实际控制人拟提取峨眉山旅游风景区资源保护基金的

议案》；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为积极构建“和谐峨眉山，幸福风景区” ，根据《四川

省风景名胜区条例》和《关于委托经营峨眉山风景区游山票事宜的协议》，公

司实际控制人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 ）拟从2015

年1月1日起，每年从景区门票总收入（包括管委会和股份公司）中按8%的比例

提取风景名胜区资源有偿使用费作为峨眉山旅游风景资源保护基金，该基金由

公司每年6月和12月分两次提取， 并分别于6月30日和12月31日前划拨到管委

会财政物价局设立的资金专户，由财政物价局对该基金实行专户存储，专项管

理。提取该保护基金后，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峨-乐管发（2011）14号文

件规定“自2011年起每年从景区门票总收入中按照1.5%的比例提取资金作为

景区新农村建设专项资金” 和峨-乐管发（2014）64号文件规定“自2014年起

每年从峨眉山风景区门票总收入中按照3.5%的比例提取资金作为峨眉山风景

区专项资金” 不再提取。

对公司的影响：

以2014年游山购票收入为基数，2015年度提取风景区资源保护基金后，预

计该事项会减少公司2� %－3%的利润，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关联董事马元祝、周栋

良、邹志明、古树超、师进刚回避表决了此项议案。

5、《关于审议峨眉山大酒店蜀珍苑及贵宾楼改造追加投资的议案》；

为将峨眉山大酒店蜀珍苑及贵宾楼改造工程升级为国际会议中心，与四川

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场馆相配套，公司拟追加投资850万元，将峨眉山大酒店

五号楼瑜伽房改造成与该项目相匹配的贵宾接待室和休息室， 改造面积约为

1410平方米，追加后该项目投资总额由4500万元增加为5350万元。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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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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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峨眉山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6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五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本次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且不影响

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以及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406号《关于核准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于2013年12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股票28,268,551股， 发行价格为16.98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479,999,995.98

元，扣除12,480,000.00元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467,519,995.98元。以上

募集资金已于2013年12月5日到账，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的《验资报告》（XYZH/2013CDA3040-2）确认。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和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92,259,572.86元；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102,624,

887.63元； 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1,005,210.14元， 银行手续费支出6,

660.70元；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为273,714,147.93元。

2、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期余额

(1)本报告期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44,160,074.94元;

(2)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利息收入200,230.91元；

(3)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期末余额229,754,303.90元。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募集资金 年初余额 本年利息收入 本年支付 其他 余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峨眉山支

行

1289020741

10903

267,565,

836.76

19,894,

096.26

4,644.41

19,890,

550.00

8,190.67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山分行

6650000010

1201000008

49

200,034,

222.22

200,287,

291.80

611.44 100.00

200,287,

803.24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峨眉

名山路支行

5100169613

6051503601

53,532,

759.87

194,975.06

24,269,

424.94

29,458,

309.99

合计

467,600,

058.98

273,714,

147.93

200,230.91

44,160,

074.94

229,754,

303.90

三、前次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 董事会拟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

元（含 1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

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品种为低风险、期限不超过 1�年的银行理财产品等短期

投资品种。公司不会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

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理财产品。 投资的产品必须符合：

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

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该等投资产品不得用

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

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二）投资期限

上述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宜，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启动之日起

1�年内有效。

（三）购买额度

以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含 1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该额度将根据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逐步递减。

（四）实施方式

公司财务部组成工作小组，根据公司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提出投资方案

和可行性报告。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行使该项投资决

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的产品发行主体、选择

理财产品品种、理财产品期限、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公司财务负责人负责组织实

施，公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五）风险控制

尽管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

影响较大，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开展投资，但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影响的风险。

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应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

险，确保资金安全。除要求投资产品发行主体应提供保本承诺外，还拟采取措施

如下：

1、公司董事长或授权代表在上述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

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

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半年

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

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

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

中披露报告期内短期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六）信息披露

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信息包括该次购买

理财产品的品种、额度、期限、收益等。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审议程序

2015年8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

产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目前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财务状况稳健，在保证公司正常业务开展

和募投项目顺利实施的基础上，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短期保本型的银行

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和募投项目建设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含10,000万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内。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等相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监事会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

3、保荐机构意见

峨眉山股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事项已履行投资决

策的相关程序， 经峨眉山股份2015年8月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

会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意见。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向需求、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以及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 等相关

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

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同意峨眉山股份在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按照上述具体计划实施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监事会意见

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0888� � � � � � � �证券简称：峨眉山A� � � � � � � �公告编号：2015-� 40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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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六次

会议，于2015年8月6日在峨眉山大酒店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3日以短信

方式发出。公司应到监事4人，实到监事4人。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副主席汪志敏女士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五个议案：

1、《关于审议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关于审议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关于审议〈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审议公司实际控制人拟提取峨眉山旅游风景区资源保护基金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关于审议峨眉山大酒店蜀珍苑及贵宾楼改造追加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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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发展 股票代码 00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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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岚岚 唐燕

电话 (028)65317138 (028)65317117

传真 (028)65317117 (028)65317117

电子信箱 xzfz752@163.com xzfz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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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18,369.04 187,175,527.56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566,905.60 9,883,352.22 1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544,248.42 9,897,614.20 16.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2,656,518.49 10,615,637.30 396.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9 0.0375 17.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9 0.0375 1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1.29%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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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606,854.65 1,378,077,552.04 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87,442,147.59 775,875,241.99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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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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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光大金联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5% 28,099,562 质押 28,090,000

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7.30% 19,242,84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3,149,824

张绪财 境内自然人 1.01% 2,651,000

何玉倩 境内自然人 0.94% 2,481,700

李毓菁 境内自然人 0.87% 2,290,2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5% 1,990,260

潘文雄 境内自然人 0.74% 1,940,2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泰国证食

品饮料行业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2% 1,626,8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鹏华中证酒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43% 1,146,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没有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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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绪财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2,651,000股，普通账户持有本公

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2,651,000�股；股东何玉倩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2,481,700股，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2,481,

700股；股东李毓菁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290,200股，普通账户持有

本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2,290,200股；股东潘文雄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1,940,200股，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1,

94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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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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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 公司仍立足于啤酒主业， 进一步加强啤酒业务的质量管

理、技术改造、营销工作，充分发挥“拉萨啤酒” 的独特品牌优势，持续优化产

品结构，扩展啤酒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巩固并扩大在西藏地区的优势地位，

增强盈利能力。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人工成本不断提高、竞争格局

复杂多变也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公司充分发挥品质、技术、品牌、管理

等方面的优势，克服压力，抓紧机遇，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701.84万元，同比增长5.26%，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56.69万元，同比增长17.03%。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及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结合公司实际修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并分别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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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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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嘉联 股票代码 00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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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斌 张晓艳

电话 0573-84252627 0573-84252627

传真 0573-84252318 0573-84252318

电子信箱 njlstock@newjialian.com njlstock@newjial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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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94,376.27 54,774,811.23 -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73,624.80 -5,493,026.20 7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967,139.12 -11,187,643.82 42.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972,844.91 -8,227,743.21 94.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1.73%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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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403,500.88 335,127,172.07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1,719,406.55 301,149,079.19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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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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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8% 31,013,002 0

丁仁涛 境内自然人 4.23% 6,605,026 5,985,000

上海瑞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0% 5,933,395 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赛

福1期结构式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2.61% 4,074,177 0

宋爱萍 境内自然人 2.25% 3,513,096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78% 2,774,927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51% 2,349,681 0

荣啸 境内自然人 1.41% 2,200,025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中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0% 1,869,827 0

金纯 境内自然人 1.19% 1,850,0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

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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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 公司延续技术改造创新和加紧市场开拓为提升公司经营

业绩的主要方式，并取得明显效果。 但由于欧元汇率的急剧下跌、消费电子类

产品总体需求疲软， 使公司的销售增长未能有效覆盖汇兑损失和传统业务自

然下滑造成的营业收入下降。

较上年同期，柔性自动化生产线已在公司批量生产的产品中铺开，并且已

建立起全自动装配车间。公司将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机器换人” 的思路，将

此技术横向推广到其它产品中去，继续加大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范围，进一步提

高人均产能。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不断降低人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及产品

质量。

较上年同期，本期新增业务销售数量上升约55%，销售金额上升约87%。

虽然新增业务上升良好，但是由于无绳业务受通信终端消费格局变化的影响，

继续呈现惯性下滑，新增业务的增长仍然不足以覆盖老业务的下降，总体上，

公司销售规模仍偏小。

较上年同期， 欧元汇率继续下行所带来的汇兑损失和欧元汇率下跌造成

的人民币销售额下降，使公司由于欧元造成的亏损较大。虽然公司通过对欧元

部分锁汇挽回了一部分汇兑损失，但总体上看，负面影响依然严峻。

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为50,294,376.2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18%。 营

业利润为-9,544,429.84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74.76%。 利润总额为-9,577,

031.22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76.0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9,

373,624.8元，较上年同期减少70.65%。

宏观上受到全球经济景气度不佳的影响，公司业务整体有所下滑。无绳业

务受通信终端消费格局变化的影响，继续呈现惯性下滑，新增业务的成长仍然

不足以覆盖老业务的下降。 总体上，公司销售规模偏小；欧元汇率与去年同期

相比降幅较大，造成人民币销售额下降，以致本期营业收入减少。 ?

利润大幅下降主要源于， 半年度报告经审计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较

大, 欧元汇率继续下行所带来的汇兑损失和欧元汇率下跌造成的人民币销售

额下降，虽然公司通过对欧元部分锁汇挽回了一部分汇兑损失，但总体上看使

公司由于欧元造成的亏损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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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韦中总

2015年8月8日

西藏银河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752�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西藏发展 公告编号：2015-022 证券代码：002188� � � � � � � �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2015-54

证券代码：000888� � � � � � � � �证券简称：峨眉山A�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15-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