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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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黛传动 股票代码 002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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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卞卫芹 张英

电话 023-41410188 023-41410188

传真 023-41441126 023-41441126

电子信箱 landai@cqld.com zy556695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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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521,584.18 330,653,123.41 2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60,534.36 30,440,86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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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54,035.66 25,013,734.77 29.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7,060,986.64 31,229,328.06 82.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0.2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28% 6.2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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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6,917,045.45 1,165,450,381.61 2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3,054,395.37 574,379,174.21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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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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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堂福 境内自然人 52.97% 110,167,200 110,167,200

北京友合利华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23% 15,042,858 15,042,858

熊敏 境内自然人 7.04% 14,632,800 14,632,800

江苏鑫澳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1% 5,014,283 5,014,283

重庆黛岑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1% 3,354,000 3,354,000

朱文明 境内自然人 1.61% 3,342,859 3,342,859

朱滨 境内自然人 0.56% 1,170,000 1,170,000

陈小红 境内自然人 0.28% 585,000 585,000

毛红霞 境内自然人 0.19% 399,900 0

黄柏洪 境内自然人 0.19% 390,000 390,000

张玉民 境内自然人 0.19% 390,000 3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堂福与实际控制人熊敏为夫妇；实际控制人朱俊翰

为朱堂福、熊敏夫妇之子，朱俊翰通过公司股东重庆黛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

公司股份981,6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且其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朱滨为

朱堂福侄子。 除上述股东关联关系外，公司未获知其余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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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汽车行业增速趋缓，作为主要向国内品牌主机厂提供乘用车变速器总成及零部件的供应

商，面对不确定性的外部形势，公司经营管理层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年度经营计划，紧抓行业转型

升级契机，及时调整市场结构，继续拓展乘用车变速器总成市场，巩固乘用车变速器零部件市场，积极拓

展外销业务，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持续推进产品技术转型升级，不断提高产品技术

水平，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强化全面预算管理，不断改善采购、销售业务流程，进一步

强化成本控制，提升产品质量，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0,452.16万元，同比增长22.34%；营业利润3,880.16万元，同比增长

29.76%；利润总额4,445.63万元，同比增长22.5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26.05万元，同比

增长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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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堂福

201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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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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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年8月

10日上午9:00在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

知于2015年7月30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

董事8人，董事姜宝君先生因个人原因请假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董事徐宏智先生代为出席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朱堂福先生召集并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全体董

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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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具体内容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内容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及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维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同意聘任张英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及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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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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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以专人送

达、电子邮件方式于2015年7月30日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0日上午11:00以现场会议方式

在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志兰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决议如

下：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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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该专项报告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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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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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5月21日《关于核准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68号”文核准，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获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2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6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8,84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40,625,313.2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58,214,686.80元。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5年6月5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川华信验（2015）34号”《验资报告》。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1,759.60万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前利用自

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11,529.60万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2,687.48万元。截止2015年6月

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24,066.99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为24,061.86万元，募集资金利息

收入及手续费用支出净额5.13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三方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指引，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修订后的《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及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本公司、保荐

机构于2015年6月17日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璧山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

学城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申请和审批手续。

2、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年产600万件乘用车手动变速器齿轮扩产项目、 年产160万件乘用车

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年产10万台乘用车手动变速器总成扩产项目、补充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

金项目。 本公司将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本公司专户中， 其中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以定期存单的方式存放，不存在存单抵押、质押及其他所有权、使用权受到限制的情况。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止，本公司有2�个募集资金专户、2�个专户银行的定期存款账户，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15年6月30日

募集资金余额 利息收入 合计

募集

资金

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璧山支行

31200101040015871 8,369.80 3.86 8,373.6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学城支行

023900259310902 1,692.06 1.27 1,693.33

定期

存款

账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璧山支行

31200101040015871 10,000.00 - 1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学城支行

02390025938000014

02390025938000028

02390025938000031

4,000.00 - 4,000.00

合计 24,061.86 5.13 24,066.99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5,821.4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2,687.4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11,759.6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600万件

乘用车手动变速

器齿轮扩产项目

否

12,

744.92

12,

744.9

2

1,

075.4

5

7,248.11 56.87%

2016 年 7

月1日

101.57 否 否

2. �年产160万件

乘用车自动变速

器零部件扩产项

目

否

3,

897.17

3,

897.17

39.56 794.17 20.38%

2016 年 7

月1日

0.00 否 否

年产10万台乘用

车手动变速器总

成扩产项目

否

9,

179.38

9,

179.38

1342.

47

3,487.32 37.99%

2016 年 7

月1日

658.93 否 否

补充主营业务相

关的营运资金

否

10,

000.00

10,

000.0

0

230.0

0

230.00 2.30%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35,

821.47

35,

821.4

7

2,

687.4

8

11,

759.60

760.50

超募资金投向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如有）

- - - - - - -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如有）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

计

- -

合计

35,

821.47

35,

821.4

7

2,

687.4

8

11,

759.60

760.50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川华信专（2015）249号”《重庆蓝黛

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截至2015年5月31日，公司累计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11,529.60万元，其中年产600万件乘用车手动变速器齿轮

扩产项目投入自筹资金7,248.11万元，年产160万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扩产项目投入自筹资

金794.17万元，年产10万台乘用车手动变速器总成扩产项目投入自筹资金3,487.32万元。 2015年6

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1,

529.60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发表了同意置换的明确意见。

前述款项于2015年6月30日分别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划出。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报告期末，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24,066.99万元（含存款利息）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均未变更。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本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川华信专

（2015）249号”《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审核报告》，截至2015年5月

31日止，本公司累计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11,529.60万元，其中年产600万

件乘用车手动变速器齿轮扩产项目投入自筹资金7,248.11万元，年产160万件乘用车自动变速器零部件

扩产项目投入自筹资金794.17万元，年产10万台乘用车手动变速器总成扩产项目投入自筹资金3,

487.32万元。 2015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人民币11,529.60万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均发表了同意置换

的明确意见。 前述款项于2015年6月30日分别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中划出。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5、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出现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情况。

6、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募集资金归还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关的贷款、用募集资金存单质押取得

贷款等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账户。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合法、有

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0日

证券代码：002765� � � � � �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2015-028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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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

陈维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聘任张英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以

上人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一、陈维女士简历及基本情况

陈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10月出生，中专学历。 1985年参加工作，曾任职于

重庆璧山机床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华陵工业有限公司担任财务工作；2006年4月加入公司，历任

公司财务部会计、副部长、内部审计部副部长。 陈维女士符合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任职条件。

陈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8%；其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二、张英女士简历及基本情况

张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2年 3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 2006年9月进入公司工

作，先后担任本公司办公室、证券法务部行政助理，2011年10月13日至今担任本公司职工监事。 张英女

士已于2013年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

张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其他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剑山路100号

联系电话：023-41410188

传真：023-41441126

电子邮信箱：zy55669598@163.com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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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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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元芝 康涛

电话 （010）69420860 （010）69420860

传真 （010）69443137 （010）69443137

电子信箱 ayz001@sina.com kt19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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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4,529,495.43 5,801,557,254.22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392,171.46 246,200,284.40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50,486,782.03 246,789,533.03 1.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28,169,280.34 492,555,276.57 -13.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36 0.5614 -22.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36 0.5614 -22.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7% 7.78%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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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50,557,672.77 15,543,096,554.31 5.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269,579,393.63 5,079,246,221.37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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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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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顺鑫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98% 222,429,783 7,575,758

国联安基金－工

商银行－五矿国

际信托－五矿信

托－海西晟乾1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3.97% 22,670,454 0

建投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1% 14,300,000 0

鑫元基金－宁波

银行－鑫元基金

红梅花1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2.45% 13,963,636 0

北京郁金香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2.44% 13,909,090 0 质押 13,909,090

山东高速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 13,900,000 0

华泽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2.05% 11,715,304 0

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1.66% 9,457,43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国有企业

改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7,386,273 0

新华基金－民生

银行－顺鑫定增

天首3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19% 6,784,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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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报告期内，华泽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11,715,3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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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公司实施“三?五” 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四?五” 战略规划的谋划之年。 白酒行业受

“三公消费”影响，白酒行业出现结构性变化，高端市场一度遇冷，白酒利润增幅呈下滑趋势；养殖行业

受生猪价格波动的影响，加上各项生产经营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利润增幅下滑；房地产行业在国家“稳增

长”的政策背景下，降准、降息等普惠性措施频频加码，促使房地产行业逐渐走出调整。

上半年，面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和挑战，公司全体员工同心协力，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目

标，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努力克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力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积极整合公司资源，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强化科研创新，充分发挥自身在品牌和市

场等方面的已有优势，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确保整体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44,529,495.43元，同比减少0.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47,392,171.46元，同比增长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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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年合并范围新增投资设立子公司：北京顺鑫卓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由

于股权出售本年合并范围减少：北京顺鑫国际种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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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董事长：王 泽

2015年8月11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 � � � �公告编号：2014-047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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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

于2015年7月31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2015年8月11日在顺鑫国际商

务中心12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3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票。 其中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014年8月19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方案》，

确定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为 24�个月；2014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发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调整为自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鉴于该期限即将届满，公司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尚未结束，因此拟延长上述决议有效期，即将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的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延长为自2015年8月18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票。 其中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的议

案。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及时把握投资机会。 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

请3.5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授信。

公司的控股股东“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为公司上述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票。 其中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泽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的议案。

由于公司拟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授信，因此本公司董事会授权

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泽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授信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票。 其中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000860� � � � � �公告编号：2015-049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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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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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北京顺

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将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核准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462号）核准，公司于2014

年5月23日向9名特定对象共发行了132,049,99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13.20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43,059,894.4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02,239,894.40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5月29日到账，并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

报告》【（2014）京会兴（验）字第02010005号）】确认。

以前年度，公司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人民币896,316,831.81元，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为600,000,000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年度公司投入募集资金项目金额为人民币98,447,

200元，募集资金余额为119,760,968.99元（含利息收入）。

（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230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20亿元的

公司债券， 其中第一期发行规模为10亿元， 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 期限为5年， 票面利率为

4.50%，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0,000,000元，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92,000,

000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5月14日到账，并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验资报告》【（2015）京会兴验字第02010003号】确认。

本年度，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992,000,000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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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于2002年5月30日制定《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并经公司2001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2007年4月2日和2013年12月25日，公司分别在200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2013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作出修订，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

资金存放、使用、投向变更、管理和监督等进行了规定，公司严格按照该办法的规定执行。

（二）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1、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根据上述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014年6月9日，公司、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签订的三方监管协

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得到了切实履行。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到账时存放金额 报告期末存放余额

北京银行总行营业

部

01090520500120102084757 1,708,918,696.40 119,760,968.99

合计 1,708,918,696.40 119,760,968.99

2、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到账时存放金额 报告期末存放余额

江苏银行北京分行 32200188000033762 992,000,000 0

合计 992,000,000 0

三、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参见附件1：募集资金项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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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

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1：募集资金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企业名称：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2015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9,423.9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9,044.7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

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8,676.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3)＝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

报

告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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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牛栏山酒厂研发中

心暨升级改造工程

项目（一期、二期）

否 93,222.57 93,222.57 7,300 42,518.06 45.61%

2016年

12月06

日

0 否 否

熟食产业技术升级

项目

否 13,483.42 13,483.42 2,544.72 13,483.42 100.00%

2015年

07月01

日

0 否 否

白酒品牌媒体推广

项目

否 30,000 30,000 9,956.92 33.19% 0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33,518 33,518 33,518 100.00% 0 是 否

补充流动资金（公

司债）

否 29,200 29,200 29,200 29,200 100.00% 0 是 否

归还银行贷款（公

司债）

否 70,000 70,000 70,000 70,000 100.00% 0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69,423.99 269,423.99 109,044.72 198,676.4 -- -- 0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 -- -- --

合计 -- 269,423.99 269,423.99 109,044.72 198,676.4 -- -- 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2014�年 6�月 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拟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金额共计 354,033,380.71�元。 截止报告期末，该

议案已实施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适用

2014年10月16日及2014年11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及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亿元，单次使用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 12�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按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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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高新 600736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宋才俊 /

电话 （0512）67379010 （0512）67379025

传真 （0512）67379060 （0512）67379060

电子信箱 song.cj@snd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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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8,812,351.54 21,254,858,709.98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773,740,321.74 3,505,940,319.24 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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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5,399,266.34 -349,912,195.52 -135.89

营业收入 1,253,113,984.68 1,496,194,765.26 -1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303,061.59 58,467,424.52 -37.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11,580,956.00 19,203,341.43 -68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 1.71 减少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6 0.0553 -39.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6 0.0553 -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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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0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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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高新区经济发展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40.57 484,477,094 55,342,077 无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0 26,294,859 26,294,859 未知

刘华山 境内自然人 1.21 14,416,925 13,746,065 未知

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6 13,800,000 0 无

中信建投基金－光大银行－中信

建投基金灵活配置1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5 13,746,065 13,746,065 未知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国有法人 1.14 13,641,133 13,641,133 未知

上海保港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13,641,133 13,641,133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61 7,251,268 0 未知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保险产品

未知 0.47 5,658,102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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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45 5,323,462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苏高新集团持有苏州新区创新科技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100%的股份,系关联公司；其它股东，公司未知其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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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体经营情况回顾

2015年上半年，公司继续推进产业转型，通过存量的消化、资产的盘活、结构的调整、管理的优化以及

融资的创新以实现公司稳健发展。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53亿元，同比下降16.25%；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净利润3,630万元，同比下降37.91%。

2、房地产业

上半年，整合后的地产集团发挥资源统筹优势，抓住政策带动效应，加大营销推广力度，实现存量快

速去化。 1-6月份，公司商品房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8.5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4.52%；累计合同销售金

额7.65亿元，同比增长26.08%；累计结转面积12.24万平方米，结转收入10.25亿元。

3、旅游服务业

在区域旅游资源大整合环境下，公司以苏州乐园为平台对区内生态旅游项目资源进行整合，放大管

理整合、营销整合、品牌整合效应，旅游产业规模进一步提升；1-6月份，旅游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40亿元，

同比增长9.17%，共接待游客近93万人次，同比上升2.32%。 上半年，公司重点加快大阳山、大小贡山等旅

游项目的落地，包括大阳山水世界、汉诺威马场、翼龙生态园等项目；推出了“苏高新股份生态大旅游” 主

题活动，加大旗下旅游产品及酒店联动市场推广力度，加快品牌管理输出。

在扩大旅游经营规模的同时，公司逐步优化旅游产业配置，为配合区域大旅游发展规划，实施旅游产

业布局调整，上半年完成苏州乐园152.80亩土地收储，实现了优质资产盘活。

随着清山酒店二期、日航酒店、万悦酒店在上半年陆续开业，公司酒店经营客房数近1,500间。为盘活

存量资产，实施轻资产运营模式，公司将持有的高新商旅全部股权实施挂牌转让。

4、基础设施开发与经营

1-6月份，污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593万元，完成净利润1,232万元，净利润率达22.03%；污水处理

量2,888万吨，同比增长6.29%。 公司抓住环保产业大发展机遇，借助污水产业的经营优势，加大创新投资

力度，推进参股投资、直饮水等项目的合作洽谈以及管理的对外输出，实施产业链延伸，积极培育环保产

业。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苏州高新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永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苏迪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商旅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置地有限公司

苏高新（徐州）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乐园温泉世界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文化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徐州）乐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地产（扬州）有限公司

苏州新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苏州钻石金属粉有限公司

苏州乐园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永新置地有限公司

苏州市苏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苏州乐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苏州大阳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附注。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一五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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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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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15年8月

10日在苏州高新区科发路101号致远国际商务大厦18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名（其中3名为独立

董事），实到董事7名，董事屈晓云委托董事唐燚表决，公司监事、高管人员等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按照客观、公正、谨慎的原则，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

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

1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工作报告》的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

1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报全文及摘要》的议案（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

100％）。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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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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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9日召开的2014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向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公司于2015年7月9日披露了收到

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MTN277号）的公告，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

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9亿元，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14年10月

30日、2015年7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

2015年8月5日，公司发行了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简称 15苏州高新MTN001

代码 101553022 期限 3年

起息日 2015年8月7日 兑付日 2018年8月7日

计划发行总额 9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9亿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 4.70% 发行价格 100元/佰元面值

簿记管理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 和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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