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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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百货 股票代码 000417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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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登安 杨志春

电话 0551-65771035 0551-65771035

传真 0551-65771005 0551-65771005

电子信箱 daidengan@163.com Yangzhichun1404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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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11,522,570.34 5,274,856,350.90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5,546,461.93 226,226,426.47 -2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6,695,653.03 214,730,856.77 -2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878,286.10 102,324,505.03 -166.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51 0.2901 -22.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51 0.2901 -22.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5% 7.20%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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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8,851,862.97 7,949,719,844.67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90,375,997.45 3,253,839,837.86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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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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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14% 172,651,189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58% 113,670,763 0 无质押或冻结 0

昝圣达 境内自然人 1.51% 11,770,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8% 10,780,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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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33% 10,408,392 0 无质押或冻结 0

安信乾盛财富－浦发银行－综

艺控股2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1% 8,678,775 0 无质押或冻结 0

融通资本财富－民生银行－融

通资本综艺控股金秀1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8% 8,422,752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

年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0.57% 4,433,64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45% 3,530,734 0 无质押或冻结 0

郁霞 境内自然人 0.41% 3,235,600 0 无质押或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10名股东中：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合肥兴泰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合肥市国资委授权经营的国有独资公司；2、公司未

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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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昝圣达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11,770,000股，实际持有公司股份11,770,000股；公司股东郁霞通

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235,600股，

实际持有公司股份3,235,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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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国内宏观经济缓中趋稳，产业结构逐步优化，政策效果初步显现，但零售业经

营依然面临较大困难，网络电商等多元化渠道以不可抗拒之力持续冲击线下实体渠道，双

线竞争进入相对僵持阶段，“千店一面”坚冰开始消融，个性化零售时代逐步开启。 在复杂

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公司主动适应新常态，努力抢抓新机遇，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围

绕市场和消费者需求，坚持稳增长、转方式、促提升，进一步转变观念，推动创新变革，推进

转型升级，以积极有力的姿态应对市场挑战，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521,152.2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2%；实现营业利润26,8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6.61%；实现利润总额28,014.0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6.4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17,554.65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4%。 报告期，公司主要开展以下方面工作：

1、加快结构调整，全面提升运营能力。 一是加速品牌引进与整合，继续优化品类结构，

报告期内各品类共置换品牌326个，品牌更新率达8.57%，其中，鼓楼金座化妆品品牌引进实

现国际一线品牌的突破，成为区域市场国际一线品牌集聚地。 二是强化门店特色经营，突

出家庭消费、文化休闲等概念，挖掘消费需求，引进品牌集合店，促进品牌调整契合消费需

求。 三是以营销策略创造经营价值，报告期内以联动营销为重点，特色营销为突破，多维营

销为手段，组织策划了“奔跑吧2015、喜气洋洋过大年、爱尚五月”等多业态联动活动，与媒

体、异业部门联合开展“百大e卡为毅行加油”等近50场特色专场活动，引入外部资源超百

万元，不断增加公司微信服务号粉丝数及活跃度，大力推进全渠道营销平台建设，带动销售

呈现大幅增长。 四是持续优化供应链，公司不断加快联营转自营、直营的进度，百货业态尝

试女装品牌自营，自营黄金在货品和管理上寻求新突破，全力提升销售业绩和经营能力；合

家福超市持续推进“三自”（自采、自营、自有品牌）商品开发，依托合家康公司强化生鲜自

营、基地直采和配送能力，报告期内合家康蔬果直采量同比增长40%，同时合家康公司不断

加大对大专院校、机关食堂、连锁餐饮等社会网点的业务拓展力度，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

百大电器实现市内套购产品送装一体化，全面提升自营能力；合鑫公司实现品牌代理新突

破，品牌掌控力进一步提升。 五是拓宽经营渠道，支持自营电商发展，公司易商城积极扩品

增类，上线生鲜频道，快速稳步推进京东平台发展，提升市场知晓度。 报告期内，易商城销

售实现同比增长115%。

2、优化制度建设，着力提升管理水平。 报告期内着重围绕制度体系、信息化建设和服

务质量等重点方面，全面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一是以质量为核心，狠抓管理体系建设，全

面完成覆盖全业态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内审工作，进一步发挥公司内审监督机制作用，内控

体系建设全面铺开，企业经营管理进一步规范化。 二是继续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快系

统开发和新技术应用，着力打造智慧百大，上线百大E卡并实现网上销售，成为拓展预付卡

业务的新尝试。 全面布局移动端，推动实现移动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翼支付等第三方支

付功能。 三是扎实抓好安全管理、文明创建等常规工作，保障企业经营环境稳定运行。

3、推进重点项目，提高发展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周谷堆大兴新市场搬迁，大兴物

流园项目建成区顺利开业，建立第三方检测室，上线水果、水产品价格指数，农产品经营能

力不断提高。 芜湖百大按期开业，顺利实现公司对省内第二大城市的战略进驻。 同时，加

快了鼓楼名品中心金座等大型网点的改造升级步伐，品牌形象得到新提升，报告期内，百大

鼓楼名品中心金座获得“中国十佳门店” 称号。 高新南区购物中心和蚌埠购物中心二期

扩建项目顺利实现封顶，滨湖购物中心、合家福配送中心三期等重点项目按计划稳步推进。

同时，继续推动实体经营与虚拟金融互动发展，在完成投资布局供应链金融领域的基

础上，深化小贷公司与上游供应商、商户业务合作；积极推进消费金融公司审批，推动投资

合作早日落地，以进一步打通下游消费者业务环节，打造新的盈利增长点。

4、优化服务体系，加强团队建设。 一是坚持客户需求为导向，深入推进服务体系建设。

以“双争”竞赛等活动为抓手，建立心悦三级服务标准，进一步整合服务品牌资源，重点打

造“心悦” 、“阿福”两大服务品牌。 同时，着力打造区域生活购物中心，社区便民“十分钟”

消费生活圈，扩大体验式服务功能，合家福强化标超门店便民服务，更加贴近消费者需求。

二是持续强化四个能力 (学习能力、专业能力、执行能力、创新能力)�建设，报告期内进一步

加大学习培训力度，持续通过百大讲堂、双百课堂、MBA内部培训等特色载体，采取自学与

教学、理论与实践以及内外部资源相结合方式，打造敬业、职业、专业的人才团队。 进一步

强化人才竞争“赛马机制” ，持续加大选拨使用人才力度，为企业发展增添活力，推动企业

后备人才资源库建设，从根本上为企业发展提供充足人力保障。

报告期，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投身公益慈善活动，坚持开展社会公益、困难帮扶、关

爱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等“学雷锋”系列爱心活动，支持美好乡村建设，以实际行动体现企

业社会价值。 报告期，公司位列2014年中国连锁百强第44位， 顺利通过“全国文明单位”

复审，同时，荣获 “安徽省诚信示范企业” 、“合肥市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继续保持

区域市场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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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合并期间

变更

期末净资产

报告期

原因 净利润

芜湖百大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3月12日-6月30日 新设 8,035,080.30

-1,964,

919.70

安徽百大农产品检测科技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2015年6月15日-6月30日 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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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晓燕

201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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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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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8月6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通知于2015年7月24日以书面和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

到董事10人，实到董事10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

董事长郑晓燕女士主持。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

的议案》。

鉴于公司个别董事成员发生变化，现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相

应调整。

一、郑晓燕女士、刘京建先生、刘浩先生、戴登安先生、李承波先生、黄跃明先生、陈锐先

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郑晓燕女士为召集人。

二、刘京建先生、雷达先生、刘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刘京建先

生为召集人。

三、陈国欣先生、陈结淼先生、吴红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陈国欣

先生为召集人。

四、雷达先生、陈国欣先生、戴登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雷达先生为召集人。

三、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杨志春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杨志春，男，31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历任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办公室办事员、证券发展部办事员、部长助理。 现任公司证券发展部副部长。 2013年

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杨志春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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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0417� � � � � � � �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2015-21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董事辞职及增补职工董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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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8

月5日收到职工董事吴莉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莉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

职工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以上辞职报告自

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吴莉女士不在公司内担任任何职务。 经核实，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吴莉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作出过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及董事会对吴莉女士

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为公司经营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保障职工利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同意增补吴红女

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其任期与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职工董事简历：

吴红，女，38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经济师职称。 历任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发展部部长、总经办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营运中心总监助理、营运副总监，现任公

司营运总监。

吴红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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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有关董事的任职条件。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0417� � � � � � � �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2015-22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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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证

券事务代表刘速超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刘速超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职务。刘速超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内担任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速超先生未持

有本公司股票。 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5年8月6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杨志春

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及联系方式

杨志春，男，31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历任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

公室办事员、证券发展部办事员、部长助理。 现任公司证券发展部副部长。 2013年12月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杨志春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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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联系方式

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689号金座A2405室

邮编：230088

电话：0551-65771035；传真：0551-65771005

邮箱：yangzhichun140484@163.com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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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科技 股票代码 0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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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进文 倪华东

电话 025-68192806 025-68192835

传真 025-68192828 025-68192828

电子信箱 hjw@huadongtech.com nhd@huadong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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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291,005.96 426,941,147.85 426,941,147.85 -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45,873.42 5,256,657.04 4,832,696.20 -23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222,218.43 -16,177,344.14 -16,177,344.14 -1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0,701,034.21 31,113,313.00 149,568,129.83 50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9 0.0146 0.0135 -121.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9 0.0146 0.0135 -12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1.49% 1.36%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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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61,722,

628.92

11,543,804,

608.79

30,208,555,

254.75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33,187,

007.31

359,596,847.99 357,608,633.90 2,9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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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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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51% 555,172,414 555,172,414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79% 244,283,122 244,283,122

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78% 244,101,634 244,101,634

诺安基金－工商银行－

诺安金狮39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8.65% 196,007,332 196,007,332

融通资本财富－工商银

行－融通资本聚盈11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1% 190,562,613 190,562,613

中信信诚资产－招商银

行－郁金香信金1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1% 190,562,613 190,562,613

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60% 81,528,530 0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

鑫龙108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 72,050,817 72,050,817

东海基金－兴业银行－

鑫龙115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3% 68,602,541 68,602,541

海通证券资管－上海银

行－海通海富22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 67,150,636 67,150,6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机电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东海基金－兴业银行－鑫龙115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和东海基金－兴业银行－鑫龙108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关

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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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5年01月29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年0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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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一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重点工作，树立统筹规

划、全面经营的总体思路，坚持“业务重组专业化、资产重组证券化、债务重组集团化、人员

市场化、文化重组现代化”五化原则，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企业结构、资产结构、人才结构、

债务结构的调整。

2015年1月底圆满完成股票非公开发行工作，募集资金105亿元。 募集资金100.88亿

元完成对熊猫平板显示的注资，顺利投入建设8.5代液晶生产线，优化了公司的产业结构，

实现公司平板显示产业的转型升级，另外2.93亿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了公司的资产

债务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完善内控管理制度，以授权管理为抓手，加强下属参控股公司的管

理，积极应对公司跨越式发展后面临的新局面。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129.10万元，同比下降8.35%；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59万元，同比下降235.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22.22万元，同比下降12.64%。 其中：

（一）平板显示产业：因熊猫平板显示公司报告期仍处于建设期，暂未实现营业收入；

由于报告期内开办费增加，净利润-137.98万元，同比下降87.63%。 项目按原先预定的进

度顺利推进，生产线于2015年3月10日按期进行产品试做，目前项目正处于生产线调试、产

能、良品率爬坡关键期。 主要生产设备基本已经到位，部分尺寸产品已经进入小批量生产，

产线的良品率也达到了预期的正常范围。

（二）压电晶体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5417.36万元，同比增长6.23%；净利润336.36万

元，同比下降65.37%。 由于电子元器件市场需求放缓，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出现了回落。 公

司通过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比重，为公司带来了效益，高附加值产品销售1-6月同比增

长14%。 其中3225� OSC� 1-6月销售同比增长132.39%。 5月份起基座材料国产化，支架

投入产出率上升幅度较大，有效的降低了材料成本，材料占比由去年的53%下降到48%。

（三）触控显示产业：实现销售收入17473.14万元，同比下降17.45%；净利润-1103.95

万元，同比下降234.26%。 电容式触摸屏市场竞争激烈，在产品价格走低的同时，受同行业

低价竞争影响也导致订单下降较多。 随着市场订单竞争日趋激烈，公司通过加快国产材料

导入，加强生产过程管控，提高原材料投入产出率，来进一步控制成本。

（四）磁电产业：实现销售收入5396.23万元，同比下降8.24%；净利润-257.19万元，同

比下降79.60%。 由于磁电产品主要为日本客户，近年来日本经济复苏缓慢，不仅直接造成

了公司订单量大幅下滑，同时部分订单由于日元的持续贬值，导致客户将订单转移到日本

国内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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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相比新增合并单位1家，原因为：

公司于2014年1月20日和2014年6月5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方案。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2014]1199号文批准，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至2015年1月27日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

股票方案,2015年1月28日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2015年1月29日，公司发布了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等公告，本次发行完成。

2015年1月30日公司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0,088,000,000.00元用于履行

向南京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板显示公司” ）出资义务，本次出资

完成后，公司持有平板显示公司57.65%的股权。 2015年4月14日平板显示已完成相应的工

商变更手续，公司对平板显示公司进行实际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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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梁生元

2015年8月8日

证券代码：000727� � � � � � � � �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8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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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4日以电邮方式发出，会议

于2015年8月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赖伟德先生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

7人。 本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本次会议主要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期初及上年同期数议案》

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00.88亿元用于履行向南京

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板显示” ）出资义务。 2015年4月14日，平

板显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出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平板显示57.65%的股权，对平板显

示进行实际控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追溯调整期初及上年同期数。

本公司本次对以前报告期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是合理的，符合国家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追溯调整。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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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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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8月6日上

午10� ：00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和《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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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期初及上年同期数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本次对以前报告期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是

合理的，符合国家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

求。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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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龙控股 股票代码 00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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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时峰 汪 燕

电话 （0898）68515697 （0898）68585274

传真 （0898）68582799 （0898）68582799

电子信箱 xlkg@xinlong-holding.com xlkg@xinlong-hold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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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64,735.25 131,915,224.86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012,603.96 -12,143,983.39 -5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480,799.70 -13,973,476.19 -39.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4,720.68 -329,452.94 -56.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3 -0.0226 -56.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3 -0.0226 -5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 -1.82% -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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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904,130.82 1,000,610,795.37 -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8,515,026.18 677,527,630.1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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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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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03% 97,098,591

冻结 7,000,000

质押 90,040,000

财达证券－工商银行－

财达欣龙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30% 7,017,700

中国工商银行－宝盈泛

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2% 5,499,770

师凤琴 境内自然人 1.02% 5,493,99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盈核心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99% 5,307,876

刘永忠 境内自然人 0.93% 5,000,000

公智勇 境内自然人 0.90% 4,835,466 质押 1,150,000

财富证券－兴业银行－

星城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3% 4,479,904

张旭 境内自然人 0.65% 3,515,4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盈新兴产业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5% 3,499,8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财达欣龙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为本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资管计划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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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增长，增长了0.26%。 公司本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901.26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净利润减少了686.86万

元。 净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因利息收入减少、人员工资上涨、销售运输费用上升等导致

期间费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99.03万元。 现将公司2015年上半年度经营状况分析如

下：

有利因素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了天丝等特种纤维无纺布新品的开发，募投水刺项目新订单

不断增加，公司水刺产品的产销量得以增加，销量增加了15%，但受上游原料降价影响，水

刺产品市场售价同步下调，销售收入仅增长6.73%。 水刺产品的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增长

2.51%。

（2）报告期内，公司位于湖南津市的SMS项目和位于湖北宜昌的特种纤维水刺项目

基本建成，将从第三季度进入试投产阶段，预计对公司下半年的业绩会带来积极影响。

不利因素分析

（1）报告期内，子公司宜昌欣龙化工和上海欣龙衬布公司因市场原因销售额出现大幅

下降，下降幅度达到39.54%和53.18%；毛利率也分别下降了5.83%和13.68%。

（2）因人员工资上升、运输费用增加等，影响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增长了625.93万元。

（3）报告期内，因公司归还到期银行借款和投入新项目等原因导致货币资金余额较去

年同期大幅降低，减少利息收入207.4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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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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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比上期增加1户，其中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为

宜昌市欣龙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 增加原因系本期新投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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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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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15年1-9�月预计业绩

项 目 2015年1-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2800万元—2000万元 -839.56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52元—0.037元 -0.016

（2）2015年7-9�月预计业绩

项 目 2015年7-9�月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约：900万元—100万元 323.7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017元—0.002元 0.01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子公司宜昌化工和上海欣龙衬布因市场原因亏损额增加。 同时，宜昌欣龙特种纤维水

刺项目和湖南欣龙的SMS等新项目尚处于试投产阶段，尚未形成效益，导致利润较去年同

期有所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计由公司计划财务处初步估算得出，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2015年第三

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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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4�月7日召开201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委托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管

理，全额认购财达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财达欣龙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的次级份额，

并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及股东低价转让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取得并持有公司股票。本次员

工持股计划方案具体详见2015年3月13�日、4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要求，现

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本公告日，“财达欣龙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公司股票26,

919,800股，购买均价6.59元/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

公司后期将持续披露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7日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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