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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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威帝股份 股票代码 603023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白哲松 郭一雄

电 话 0451-87101100 0451-87101100

传 真 0451-87101100 0451-87101100

电子信箱 viti@viti.net.cn viti@viti.net.cn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447,842,150.85 223,796,994.17 10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7,794,531.10 160,387,465.40 154.26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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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7,696.23 32,550,588,.09 -38.69

营业收入 86,057,397.82 101,729,560.72 -1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37,065.70 43,197,008.58 -2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8,324,936.88 38,245,404.01 -2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1 20.57 -29.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9 0.72 -31.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9 0.72 -31.94

2.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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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华

境内自然

人

45.21 36,170,000 36170000 无

陈庆华

境内自然

人

10.44 8,352,000 8352000 无

刘国平

境内自然

人

7.23 5,784,000 5784000 无

白哲松

境内自然

人

2.01 1,608,000 1608000 740,000

王彦文

境内自然

人

2.01 1,608,000 1608000 无

冯 鹰

境内自然

人

1.93 1,542,000 1542000 无

宿凤琴

境内自然

人

1.93 1,542,000 1542000 无

中信建

投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客户信

用交易

担保证

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9 1,268,853 0 未知

华润深

国投信

托有限

公司-润

金71号

集合资

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4 995,378 0 未知

吕友钢

境内自然

人

0.80 642,000 642,000 无

吴鹏程

境内自然

人

0.80 642,000 642,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陈振华，陈庆华系陈振华之弟，刘国平系陈振华之妹

夫，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

股东大会决议，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积极有效地发挥了董事

会的作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605.7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5.41%，实现利

润总额3508.33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7.9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73.71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8.84%。 按产品分类，汽车CAN总线产品，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7456.93万元， 同比下降14.10%； 仪表产品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94.49万元， 同比下降

15.14%；传感器产品，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02.45万元，同比增加11.31%；控制器产品，报

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456.32万元， 同比下降31.09%； 其他产品，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5.56万元，同比下降45.21%； 报告期内，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哈尔滨威

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832� 号）核准，并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5年5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溢价发

行，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3.2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5,000,000.00元。 报告期内，公

司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5次，其中：现场会议次数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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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86,057,397.82 101,729,560.72 -15.41

受客车市场环境影响,销

售额减少

营业成本 36,327,171.38 45,043,575.32 -19.35

销售额减少； 销售成本降

低，毛利率上升

销售费用 5,237,302.83 4,840,307.89 8.20

业务宣传费和驻外服务工

程师人员的增加

管理费用 10,003,036.32 9,730,461.76 2.80

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的增加

以及IPO费用的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957,696.23 32,550,588.09 -38.69

2014年4季度增值税软件

退税款项388.51万元未收

到以及本期销售收入减

少,IPO费用的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9,979,898.65 757,843.6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尚未到

期收回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10,222,388.65 -75,000,000.00

本期IPO募集资金增加及

支付股利

应收票据 64,299,081.39 80,266,546.40 -19.89 本期销售收入减少

应收账款 68,306,336.20 58,829,837.91 16.11

部分客户采用电子承兑汇

票结算，公司暂未开通电

子接收功能

预付账款 994,316.58 297,820.36 233.86 预付货款

其他应收款 342,774.35 1,808,252.79 -81.04 结转上市中介费

其他流动资产 100,0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应付票据 13,957,342.82 18,280,971.86 -23.65 本期采购减少

应付账款 18,094,906.11 25,145,948.50 -28.04 本期采购减少

预收款项 324,847.19 232,876.38 39.49 预收货款

应交税费 4,441,262.07 6,105,550.80 -27.26 企业所得税减少

其他应付款 3,228,061.56 116,688.58 2666.39 未支付的上市中介费用

其他非流动负

债

866,067.00 本期无递延收益

股本 80,000,000.00 60,000,000.00 33.33 募集资金

资本公积 226,620,409.44 29,950,409.44 656.65 溢价发行股票

投资收益 80,409.87 820,824.65 -90.20

本期购买并处置银行理财

产品减少

营业外收入 323,850.00 8,437,393.59 -96.16

未收到2014年四季度增值

税税费退税款388.51万元。

前期的政府科技补助已全

部结转完成，本期无政府

补助款。

所得税费用 4,346,216.61 5,466,140.47 -20.49 利润总额减少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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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减少1,357.99万元。 主要原因如下:1、受客车市场低迷的大环

境影响,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减少15.41%，导致本期公司营业利润减少546.63万元。 2、本期营

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811.35万元， 主要原因本期未收到2014年四季度增值税退税款

388.51万元以及前期的政府科技补助已全部结转完成。 本期无政府补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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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832号文《关于核准哈尔滨威帝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00万股， 每股发行价人民币13.25元， 共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26,

500.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1,667.00万元。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2015年度的经营目标:�预计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000万元，营业利润7,850

万元，利润总额10,5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190万元。 截止2015年6月30

日，公司营业收入8,606万元，完成经营目标的39.12%；营业利润3,476� 万元，完成经营目

标的44.28%；利润总额3,508万元，完成经营目标的33.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74万元，完成经营目标的33.45%。 (此经营计划及经营目标并不代表公司对2015年度的

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环境与经营团队努力程度等多种因素，存在不

确定性，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

（4）半年度拟定的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5年1-6月归属母公司的股东净

利润为30,737,065.70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71,174,121.66元。 鉴

于公司目前业绩基本稳定，公司资本公积金充足，为了公司未来更好的发展、为回报股东和

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公司董事会提出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2015年6

月30日公司总股本80,000,000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5股， 共计转增40,000,00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20,000,000股。 公司资本公积由

226,620,409.44元减少为186,620,409.44元。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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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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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工业 86,057,397.82 36,327,171.38 57.79 -15.41 -19.35

增 加 2.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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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AN总线

产品

74,569,281.00 29,834,276.62 59.99 -14.10 -17.90

增 加 1.85

个百分点

仪表 944,908.97 507,582.40 46.28 -15.14 -14.71

减 少 0.27

个百分点

传感器 4,024,459.29 1,993,974.54 50.45 11.31 10.90

增 加 0.18

个百分点

控制器 4,563,159.61 2,436,881.70 46.60 -31.09 -29.09

减 少 1.51

个百分点

其他 1,955,588.95 1,554,456.12 20.51 -45.21 -45.93

增 加 1.05

个百分点

合计 86,057,397.82 36,327,171.38 57.79 -15.41 -19.35

增 加 2.07

个百分点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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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地区 17,703,119.82 -19.60

华中地区 19,387,538.25 -19.59

西北地区 22,410.26 -81.49

华北地区 13,256,903.49 -31.27

东北地区 632,109.49 -18.31

华南地区 32,550,544.40 8.26

西南地区 2,504,772.11 -53.19

（五）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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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首次发行 216,670,000.00 0 0 216,670,000.00

部 分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进

行 现 金

管理

合计 / 216,670,000.00 0 0 216,670,000.00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上市， 时间跨度较短募集资

金尚未使用。

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于2015年6月15日及6月

25日两次购买保本保收益型银行理财， 累计金额

100,000,000.00元。 详见公司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06、2015-009、2015-010。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

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15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832�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哈尔滨威帝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5月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2,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溢价发行，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3.25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5,000,000.00元。 2015年5月22日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

后，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划转了认购款230,550,000.00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后，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216,670,000.00元。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114107号）。 截至2015年6月30

日，本公司收到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68,676.94元，支付银行手续费35.00元；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100,000,000.00元，购买保本保收益类封闭型理财产品。 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116,738,641.94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制定《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根据上述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已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开设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2015年5月，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

与上述开户银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

议” ），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无重大差异，符合监管部门的

相关规定。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与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执行差异。目前，公司募

集资金的管理符合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及有关规定。 公司于2015年6月10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

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使

用不超过2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并于2015年6月12日及2015年6月24日

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详见公告：2015-006、2015-009、2015-010及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行

65130158000000053 192,980,000.00 9,149,112.6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行

65130158000000037 37,570,000.00 7,577,284.1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

行

65130158000000045 100,000,000.00 100,012,245.14

注 “初始存放金额” 包含已通过自有资金账户支付的中介及其他发行费用13,880,

000.00元。 截至2015年6月 30日，该笔费用已转出至公司自有资金账户。

三、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根据《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如下：

1、用于汽车CAN总线控制系统产能扩建项目。

2、用于汽车电子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上述募集资金投向一致，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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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相关信

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其他

目前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的情况。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九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1，667．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

投资

项目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

度投

入金

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汽车

CAN

总线

控制

系统

产能

扩建

否

17，

910

17，910 0 否

汽车

电子

技术

研发

中心

建设

3，757 3，757 0 否

合计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３号保

本保收益封闭型理财产品，金额２０００万元，期限９０天，

６月１５日起息，９月１２日到期。

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４号保

本保收益封闭型理财产品，金额８０００万元，期限１８０

天，６月２５日起息，１２月２１日到期。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仍在募集资金专户中存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备注：

1.�公司未对投资项目的投入金额和期限做出承诺，故不存在累计投入金额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无法计算投资进度。

2.�公司募集资金2015年5月22日划转到专户，目前项目按计划执行，截至2015年6月30

日未使用募集资金。

3.�募集资金总额 216,670,000.00元，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０元，无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承诺投资项目。

无已变更项目

证券代码：

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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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5年8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30日以书

面及电话通知方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陈振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际出

席董事7名。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具体内容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本公

司公告编号2015-015。

（三）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5年1-6月归属母公司的股东净

利润为30,737,065.70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71,174,121.66元。 鉴

于公司目前业绩基本稳定，公司资本公积金充足，为了公司未来更好的发展、为回报股东和

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公司董事会提出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2015年6

月30日公司总股本80,000,000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5股， 共计转增40,000,00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20,000,000股。 公司资本公积由

226,620,409.44元减少为186,620,409.44元。

上述预案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15年8月28日召开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2015-018）

表决结果：7名同意，占全体董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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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年8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30日以书面及电话通知形式发

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建民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当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

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发表如下

审核意见：

1、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4、公司聘任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的财务报告出

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客观、公正的。

具体内容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本公

司公告编号2015-015。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5年1-6月归属母公司的股东净

利润为30,737,065.70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71,174,121.66元。 鉴

于公司目前业绩基本稳定，公司资本公积金充足，为了公司未来更好的发展、为回报股东和

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公司董事会提出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2015年6

月30日公司总股本80,000,000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5股， 共计转增40,000,000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120,000,000股。 公司资本公积由

226,620,409.44元减少为186,620,409.44元。

上述预案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表决结果：3名同意，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0名弃权，0名反对。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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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8月2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8月28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哈尔滨市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哈平西路11号，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8月28日

至2015年8月2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通过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审议，相关公告刊登于2015年8月9日

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23 威帝股份 2015/8/2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凡符合条件的股东请于2015年8月26日－27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4:00，

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参加会

议，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1）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请以快件信函或传真方式

登记。

六、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帐户卡和相关授权资

料等原件，以便查验入场。

3、联系地址及电话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哈平西路11号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郭一雄

联系电话：0451-87101100� � � �传真：0451-87101100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8月28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2 ……

… ……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 ……

2 ……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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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环球 股票代码 0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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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登华 /

电话 025-83247946 /

传真 025-83247136 /

电子信箱 suning@sun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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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3,890,482.58 530,627,153.84 60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0,245,782.39 48,751,414.16 55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1,716,346.43 44,257,074.08 626.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50,556,564.67 -573,109,253.20 196.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7 0.024 554.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7 0.024 554.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36% 1.15%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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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8,371,885.55 21,376,167,781.21 -6.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786,042,997.73 4,874,568,759.5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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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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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宁环球

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85% 507,726,252

张桂平

境内自然

人

19.73% 403,214,702 302,411,026 质押 130,000,000

张康黎

境内自然

人

17.06% 348,525,843 261,394,382 质押 190,000,000

苏宁环球

股份有限

公司－第

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96% 40,000,000

青海青业

石化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4% 15,058,043

曹晴霞

境内自然

人

0.60% 12,237,226

刘灿勋

境内自然

人

0.47% 9,562,248

魏旭川

境内自然

人

0.44% 8,990,000

深圳东方

壹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3% 8,799,698

沈阳科瑞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2% 8,536,320 8,536,3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张桂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苏宁集团为其控制企业，与股东

张康黎先生为父子关系。 除此以外，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未知其他流

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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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控股股东苏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97726252股、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10,000,00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

票507726252股。 2、青海青业石化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5,058,0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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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后迎来政策层面的利好，在降息降准等一系列货

币宽松政策刺激下，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额逐渐回暖，部分一线城市的价格甚至出现超预

期的大幅反弹，二、三线城市成交暖意全面蔓延，全国楼市呈现出全面复苏的喜人迹象。

报告期内，在中央定调稳增长、调结构、促消费的背景下，房地产救市政策频现，市场捷

报频传。 央行连续降准降息，放松信贷门槛，调整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免征期，构建宽松的

市场环境。 地方纷纷出台公积金放松、财政补贴等系列政策，刺激需求促进库存去化，改善

性需求获积极支持，整体需求提升。

报告期内，随着房地产市场各项利好政策的不断出台，公司运营呈现稳中向好、稳中趋

优的良好态势， 整体销售形势喜人。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64亿元， 同比增加

609.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024.58万元，同比556.90%。

报告期末，南京江北新区获批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提振南京江北房地产市场加速增长。

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预计将显著提升公司旗下地产项目后续收益。 下半年，公司江北项

目的“天润城” 和“威尼斯水城” 将不断有新盘推出，预计公司将取得更加骄人的销售成

绩。

公司自2015年确立大文体、大健康、大金融“三大板块”战略方向以来，一直积极寻求

与相关领域优势企业合作机会，筹划推动战略转型。

大文化领域：在公司转型战略指引下，基于产业布局考虑，看重韩国株式会社

REDROVER在IP方面的储备及获取、开发能力，以及在动漫领域的优势，2015年6月15日，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苏宁环球传媒与韩国株式会社REDROVER（以下简称：

“REDROVER”或“会社” ）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苏宁环球传媒认购该会社发行新

股5,361,858股，并收购REDROVER法人代表HA-HOE-JIN持有的1,445,616股股权。

苏宁环球传媒本次共计出资45,382,583,538韩元（约合2.42亿元人民币），共获得6,807,

474股REDROVER股份，占其总股本20.17%，为REDROVER第一大股东。 上述股权变更

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8月5日办理完毕，并取得了变更后的股权登记证明文件。

本次REDROVER部分股权收购完成后，苏宁环球传媒亦完成了对REDROVER董事

会的改组工作。 改组后的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苏宁环球传媒已任命其中3名，掌握了董

事会的控制权，成为实际控制人。 苏宁环球将给予现有管理层合理授权以及更多激励，激

发管理层对REDROVER的发展能发挥更大作用。

未来苏宁环球传媒拟与REDROVER在中国境内成立合资公司，在获取更多优质IP并

支持REDROVER持续国际化的同时，也会将优质IP引入中国市场，开发更多的优质国产作

品，支持国产动漫产业的崛起。

本次收购事件只是苏宁环球在文化产业链布局的其中一环，接下来仍将致力于产业链

布局的完善，在多渠道IP获取、游戏及衍生品开发等其他产业链环节持续发力，并将进一步

加快进度。

今年6月，苏宁环球传媒与韩国OCON成功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鉴于目前中国

动漫市场良好发展契机，公司将依托上述两家公司成熟的动漫影视IP开发制作能力，优化

整合资源，迅速切入动漫产业，完成传媒产业布局，初步构建完善自身文化产业体系。

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宁环球教育与和睿资本签署《合作备忘录》。 通过双方战略合

作，依托和君集团在教育等领域的专业及平台优势，同时结合公司既有资源及渠道，可加快

在上述领域内优质项目的获取，通过公司资源整合，立足于教育领域，进一步加速促进公司

大文体领域合理布局及良性发展。

大健康、大金融领域：今年7月，苏宁环球与长城国融及吾九鼎分别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通过双方战略合作，依托长城资产及昆吾九鼎在健康、金融资产等领域的专业及平台

优势，将大幅增加公司在上述领域获得优质项目的机会。 通过公司资源整合，推动公司在

相关领域加快布局，实现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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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0718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

2015-052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