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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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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神开股份 股票代码 002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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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顾冰

电话 021-64293895

传真 021-54336696

电子信箱 gubing@shenk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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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968,883.69 344,987,416.73 -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396,805.66 35,187,623.62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2,713,351.18 33,592,958.30 -2.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264,259.51 -10,742,277.91 -302.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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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3,410,020.43 1,896,505,641.86 -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95,343,099.79 1,190,645,934.34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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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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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芳英 境内自然人 12.29% 44,708,187 33,531,140 无质押或冻结

顾正 境内自然人 9.57% 34,836,016 26,127,012 无质押或冻结

王祥伟 境内自然人 7.26% 26,435,921 21,948,691 无质押或冻结

袁建新 境内自然人 6.51% 23,677,844 21,208,383 无质押或冻结

高湘 境内自然人 1.71% 6,225,647 0 无质押或冻结

王斌杰 境内自然人 0.78% 2,829,000 0 无质押或冻结

赵树荣 境内自然人 0.70% 2,544,775 0 无质押或冻结

顾冰 境内自然人 0.70% 2,544,775 1,908,581 无质押或冻结

郑帼芳 境内自然人 0.70% 2,544,775 0 无质押或冻结

钱勇 境内自然人 0.69% 2,500,489 0 无质押或冻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顾正、李芳英、王祥伟、袁建新系一致行动人。 顾正与顾冰，王祥伟与王斌杰分别为父子

关系。 李芳英与赵树荣、袁建新与郑帼芳分别为夫妻关系，高湘与顾冰为母子关系。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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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步伐弱于预期，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

大。而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低迷，导致国内外勘探投资大幅下降，整个石油装

备与服务行业面临产业深度调整。

面对严峻的市场挑战，公司董事会围绕制定的发展战略部署，积极开拓，

主动求变。 海外市场布局渐显成效，以重点产油区为中心的海外分公司发挥

了良好的市场辐射作用，扩大了海外销售渠道的构建，报告期内外贸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迅速；面对国内市场的萎缩形势，公司及时调整销售策略，不断完

善产品结构与市场服务体系，于逆境中抓机遇，努力提高重大项目投标成功

率，同时加大对非常规油气市场的开拓力度，将业务延伸到页岩气、煤层气等

领域。

公司以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了研发和市场的快速联动机制，重点推进重

大科研项目的研发进度，为高端技术储备奠定良好基础；强化产品工艺，提升

产品质量，扩大品牌效应，向国外先进水平靠拢。 此外公司加强基础管理，严

格规范内部控制，促进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5亿，净利润3640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

持平，企业整体经营保持平稳。

（1）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及较大变动原因说明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44,968,883.69 344,987,416.73 -0.01%

营业成本 211,350,612.60 227,018,647.49 -6.90%

销售费用 36,726,074.58 32,886,315.94 11.68%

管理费用 60,607,997.23 53,199,783.29 13.93%

财务费用 -3,724,252.39 -6,164,628.42 39.59%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少于上年同

期，致使本项金额增加

所得税费用 5,373,241.63 5,965,090.98 -9.92%

研发投入 31,123,130.79 41,297,076.27 -24.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264,259.51 -10,742,277.91 -302.75%

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是

导致本项金额减少的主要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881,171.18 -176,667,236.36 114.65%

报告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是使得本项

金额增加的主要原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519,373.99 -52,397,860.12 34.12%

报告期内向股东分配股利少于去年同

期，以及报告期归还到期借款少于去年

同期，是使得本项金额增加的主要原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51,218,613.83 -239,269,821.23 78.59%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增加，是使得本项金额增加的主要原因

（2）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工业 306,642,948.35

187,129,

038.30

38.97% 4.29% -5.00% 5.97%

服务业 35,898,869.19 23,432,178.42 34.73% -28.32% -21.53% -5.66%

分产品

石油钻采设备 275,464,324.61

177,198,

577.16

35.67% -0.98% -6.89% 4.08%

石油产品规格

分析仪器

15,177,135.29 5,645,908.18 62.80% -4.10% -15.37% 4.95%

工程技术服务 35,898,869.19 23,432,178.42 34.73% -28.32% -21.53% -5.66%

测井设备 16,001,488.45 4,284,552.96 73.22%

分地区

境内 178,943,180.79

110,836,

871.99

38.06% -24.92% -31.67% 6.12%

境外 163,598,636.75 99,724,344.73 39.04% 54.67% 54.28%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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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对上市公司及下属各全资子公司相互间的应收款项及其他应

收款均不计提坏账准备。 此会计政策变更相关议案已经过第三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见2015年4月24日巨潮资讯网），对合并报表

无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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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正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39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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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8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8月13日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176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到会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会主席

蒋赣洪先生、财务总监方慧珍女士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顾正先生召集和主持，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请见2015年8月15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

告》请见2015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就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

见。

上述报告内容请见2015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全

资子公司上海神开石油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调整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神开

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科技公司” ）2014年实现合并净利润24,

320,002.48元， 按10%的比例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后， 其余部分21,888,

002.23元，分配至股份公司。 (见2015年4月24日公司第2015-008号公告《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在实际操作中发现，由于科技公司下属的神开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工程服务公司” ）注册地在香港，属于境外企业，受不同税制

影响工程服务公司2014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无法在2015年度实施利润分配。

为此， 将2014年度科技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调整为分配至股份公司的金额为

12,263,199.12元，工程服务公司的利润暂不进行分配。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0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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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

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9日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5年8月13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

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赣洪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司董事会秘书顾冰先生、财务总监方慧珍女士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逐项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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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半年度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二、全体监事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2015年上半年，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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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

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1

证券代码：

002347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2015-57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201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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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尔重工 股票代码 00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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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琦 董吴霞

电话 0555-2202118 0555-2202118

传真 0555-2202118 0555-2202118

电子信箱 dsh@taiergroup.com dongwuxia@taier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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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267,766.34 179,844,861.53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067,663.40 14,373,273.63 -4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699,644.52 11,070,368.13 -57.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9,916,184.35 -4,430,894.62 -1,47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59 0.0764 -53.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59 0.0648 -44.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 1.53%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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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7,729,244.25 1,705,814,715.63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07,468,965.65 1,205,828,578.73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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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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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邰正彪 境内自然人 30.54% 68,620,500 68,620,500

黄春燕 境内自然人 3.80% 8,537,600 8,337,600

邰紫鹏 境内自然人 3.26% 7,316,750 0

邰紫薇 境内自然人 2.86% 6,436,750 0

兴证证券资管鑫众1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45% 5,497,902 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1.70% 3,824,112 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

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70% 3,809,934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邮核心竞争力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2% 2,299,960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邮核

心科技创新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1,999,920 0

汪桂林 境内自然人 0.83% 1,858,750 1,518,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黄春燕女士系邰正彪先生妻子；2.�邰紫鹏、邰紫薇系邰正彪先生的子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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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外部经营环境仍比较复杂，钢铁行业需求继续减弱，价格

低迷，房地产市场的下行，给整个钢铁行业带来更大压力。 但公司仍坚持“内

生性增长和外延式并购” 的多元化转型方式，坚定不移地落实年初制定的各

项工作计划，上半年，公司整体运行情况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秉承“传动世界，智造未来” 的企业使命，以公司现有主

营业务为核心，以“中国制造2025” 为导向，致力于信息化管理革新，不断开

拓思维，深化改革。

1、营销方面

上半年，公司在稳定国内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 国内方面，通

过客户的调研、走访，产品的宣传与推广，公司新产品精密卷筒的市场份额有

了新的突破。国际市场方面，公司积极参与国际行业展会，及时掌握行业前沿

动态，经过努力，上半年，公司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得到大幅提升。 与此同

时，顺应当前市场形势，公司内部狠抓营销管理，营销模式由原先的单一的产

品销售向产品销售、技术咨询、维修服务等一体化服务转变。 上半年，公司还

制定了一系列的营销管理方案，旨在通过对营销管理的改进，进一步了解客

户需求，保持与客户之间的良好互动，提升营销水平。

2、技术研发方面

上半年，公司与高校合作，积极推动产品试验台的建设工作，目前已完成

部分设备的采购，各项协调工作正在进行。报告期内，产品技术研发工作稳步

开展，期间，取得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

3、生产管理方面

上半年，公司全面推行5S管理，对产品各加工环节实行目视化管理，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公司产品检测中心建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目

前已完成了检测中心的建设方案及实施计划，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

开展。

4、内部管理方面

上半年，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 规划，结合所处行

业、公司自身发展情况，以集团化运营模式为宗旨，以智能化工厂为目标，全

面梳理公司内部组织架构、 管理流程， 进行全面的信息化管理革新工作，目

前，公司各相关部门正积极开展前期准备工作。

报告期营业收入为183,267,766.3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0%；总资产

1,737,729,244.25元,较期初增长1.8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

067,663.40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87%，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期间费用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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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邰正彪

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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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2015-56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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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通知于2015年8月7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上午在公司

行政楼二楼股东会议室以现场会议与通讯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

长邰正彪主持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会议由

邰正彪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审阅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后，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同时公司监事会亦

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详细内容见于2015年8月15日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详细内容

见于2015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

司拟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经营范围进行修改。 具体修改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联轴器、冶金专

用设备及配套件、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剪刃、轧辊、模具、减

速机、液压件设计、生产、销售；设备机床、钢材、电器元件销

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

的原辅材料进口业务；产品维修与服务；机械技术咨询；会

议会展服务、咨询。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工业智能装备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万向联轴器、工业传动件、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研发、设计、制造、销售、服务；产品再制造研

发、技术与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机电设备批发、零售；设备租赁、物业租赁；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服务；产业投资；会议会展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广告

业务。

（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定经营范围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发挥独立董事专业特长，公司董事会根据独立董事变更情

况，决定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的各专业委员会成员构成进行调整（任期

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调整后各专业委员会成员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邰正彪（召集人）、黄春燕、徐金梧、朱昌逑、王跃堂

提名委员会：朱昌逑（召集人）、邰正彪、徐金梧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金梧（召集人）、邰正彪、王跃堂

审计委员会：王跃堂（召集人），朱昌逑、黄春燕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见2015年8月1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

员的公告》。

5、审议通过《关于拟参与设立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的议

案》；

为有效促进公司实现战略发展目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公司拟在做强

主业的基础上，借助专业投资机构优势，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公司

拟出资3000万元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南京晨光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等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 《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见2015年8月1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拟参与设立航天紫金军民

融合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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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通知于2015年8月7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上午在公司行

政楼501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4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监事王

安春先生因公未能出席现场会议，委托监事会主席汪晴女士代为行使表决

权，并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汪晴女士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讨论，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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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详细内容见于2015年8月15日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设立了专户进行存储和管理，募集

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占用或委托理财等情形。 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所披露的情况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详细内容

见于2015年8月15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关于拟参与设立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核后认为：公司本次拟参与设立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定的名称为准）符合公司发展战

略，有利于有效推动公司战略转型，提升综合运营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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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详见2015年8月1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关于拟参与设立航天紫金军民

融合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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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设立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

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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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资概述

1、投资基本情况

为有效促进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现战略发展

目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公司在做强主业的基础上，将借助专业投资机构优

势，开拓军转民、民参军的军民融合战略性新兴业务，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

展。 因此，公司拟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所属南京晨光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等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 《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 “军民融合产业基金” 、“基金” ）（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定的

名称为准）。

2、审议程序

2015年8月14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参与设立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3000万元投资军民融合产

业基金。 基金其他出资份额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 公司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代表将代表公司签署后续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并办理本次投资所

需的审批及登记手续。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所属南京晨光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晨光投资公司” ）是基金主要发起方，注册资本13500万元人民币。 晨光

投资公司作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工” ）在华东地区

的投融资平台，依托航天科工“航天防务、装备制造和信息技术” 的一主两翼

产业优势，在军转民、民参军等军民融合项目的投资中具有丰富的经验。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特大型高科技企业， 十大军工企业之

一，是中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的中坚力量。

航天紫金投资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管理公司” ）作为军民

融合产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的运营和管理。 基金管理公司经营范

围包括投资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顾问业务；设立或参与设立投资企业

与投资管理顾问机构等。 管理公司正在筹建中，实际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

定为准。

三、拟设立军民融合产业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

航天紫金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2、基金定位

依托航天高科技产业背景，打造成为具有军民融合特色，产业联动，协同

发展，定制化投资，退出路径清晰的投资基金。

3、组织形式

合伙企业采取有限合伙制。

4、基金规模

2～3亿元人民币。

5、存续期限

基金存续期为5年。 可以根据基金的经营需要，延长基金存续期限，每次

延长一年，以延长两次为限。

6、基金管理人

军民融合产业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为航天紫金投资管理 （南京） 有限公

司，其作为执行事务合伙人负责基金的日常运营管理。

四、本次投资的合作协议主要条款

1、基金设立宗旨

军民融合产业基金实现社会资本、航天产业资本的有效融合，在推进高

精尖的军用技术转民用，民营企业进入军品科研生产配套体系等方面沿着军

民融合发展的战略路径进行产业整合和战略投资，形成军民优势互补的创新

价值链，实现基金合伙人的战略发展目标。

2、基金投资方向

围绕基金合伙人的战略目标，在军民融合领域内重点关注：工业4.0、信

息技术、智慧城市、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领域。

3、基金投资策略

基金投资采用参股型并购、战略性股权投资、少数股权投资等策略。

4、基金决策机制

军民融合产业基金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基金的投资项目进行决

策。投资决策委员会由七名委员组成，其中普通合伙人委派三名，有限合伙人

委派四名。

5、出资方式

人民币现金一次性实缴出资。

6、基金退出方式

对于以公司为最终收购主体的项目， 公司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收购

权。 除此以外的项目，按照市场化机制通过上市公司并购、IPO、以及管理层

回购等方式实现退出。

7、基金管理费用

按照管理基金总额的2%收取年度管理费用。

8、基金收益分配

在基金年化收益率达到8%的门槛收益后， 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最

终的分配比例为4:1。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借助军民融合产业基金不仅能够实现公司的价值链整合和产业扩

张，同时也能够拓展军民融合战略性新兴业务。 在军民融合发展的国家战略

引领下，公司将开拓军民优势互补的创新价值链，实现持续、健康、快速成长。

此外，军民融合产业基金通过投资优质项目，实施军民融合发展，项目退

出后有望实现较高的资本增值收益。 公司作为投资人，可以从中分享投资回

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利益。

六、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鉴于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

经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公司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影响，如果不

能对投资标的及交易方案进行充分有效的投前论证及投后管理，将面临投资

失败及基金亏损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47

证券简称：泰尔重工 公告编号：

2015-59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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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发挥独立董事专业特长，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根据独立董事变更情况，决定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各

专业委员会成员构成进行调整（任期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调整后各专业委员会成员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邰正彪（召集人）、黄春燕、徐金梧、朱昌逑、王跃堂

提名委员会：朱昌逑（召集人）、邰正彪、徐金梧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金梧（召集人）、邰正彪、王跃堂

审计委员会：王跃堂（召集人），朱昌逑、黄春燕

特此公告。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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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家乐 股票代码 000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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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志雄 张楚珊

电话 0757-22321229 0757-22321232

传真 0757-22321237 0757-22321237

电子信箱 huangzx@macro.com.cn 495334541@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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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573,381.93 1,749,246,784.27 4.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7,533,791.54 61,238,117.32 4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174,813.70 47,522,996.66 3.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0,584,061.19 45,214,597.19 542.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7 0.089 42.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7 0.089 42.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59% 4.85%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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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1,476,216.61 3,906,410,774.69 -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3,753,050.05 1,290,760,058.51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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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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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汇顺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97% 172,472,109 质押 134,000,000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

镇信达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6% 95,715,959 质押 83,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东省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5,913,600 5,913,600

谢文贤 境内自然人 0.83% 5,750,000

广东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5,355,384

石云 境内自然人 0.32% 2,200,000

温洪标 境内自然人 0.28% 1,949,876

杜延 境内自然人 0.28% 1,915,520

樊连枝 境内自然人 0.27% 1,842,839

郭惠平 境内自然人 0.25% 1,733,5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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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卫电器行业面临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耐用消费品市场增长

乏力和竞争进一步加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输配电设备行业受到产能过剩、

主要原材料采购成本波动加大、市场无序竞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 面对不利

的竞争环境，公司管理层积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树立做大做强

“热水系列产品、厨房系列产品和输配电设备产品” 的信心，由单一产品的供

应商向系统解决方案的服务商过渡，内抓管理，外拓市场，紧紧围绕“基础管

理年” 活动要求，重点抓好“一个核心五个基本点” ，即：以企业发展为核心，

抓好“管理创新、品牌建设、质量服务、业绩提升、资本运作” 五个基本点。 基

本实现了盈利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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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印宝

二0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533

证券简称：万家乐 公告编号：

2015-040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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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13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资料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

董事11人，实际参加董事11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

一、《2015年半年度报告》

报告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报告摘要登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由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发生了变动，需要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成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审计委员会成员包括：易奉菊、高新会、杨印宝，主任

委员仍由易奉菊担任。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广东万家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八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