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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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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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楚天高速 60003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生辉 罗琳

电话 027-87576667 027-87576667

传真 027-87576667 027-87576667

电子信箱 600035@hbctgs.com 600035@hbctg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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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8,696,080.52 9,013,032,906.22 2.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921,262,194.40 3,722,343,722.76 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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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871,487.58 364,892,229.21 -6.03

营业收入 599,200,684.57 553,847,715.68 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1,560,929.23 129,398,946.61 117.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602,736.11 129,397,640.91 117.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4 3.62 增加3.6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9 1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9 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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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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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37 586,664,411 无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08 262,829,757 无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 0.16 2,257,799 未知

寿柏年 其他 0.15 2,160,000 未知

北京新越方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11 1,654,200 未知

柏志斌 其他 0.11 1,602,392 未知

古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0.11 1,567,400 未知

林道美 其他 0.09 1,323,646 未知

付志琦 其他 0.09 1,270,000 未知

赵德山 其他 0.09 1,253,772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及

其与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

知悉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是 √ 否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稳中求进、转型发展的总基调和一主多元、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凝心聚力、

克难攻坚、砥砺前行，无论在实体经营抑或资本市场均实现了较大增长。

在实体经营上，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9亿元，同比上升8.19%，主要来源于车辆通行费收

入；利润总额2.40亿元，同比上升16.27%；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2.82亿元，同比上升117.59%。 截至2015年6月

30日，公司资产总额为92.79亿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39.21亿元。

在资本市场上，一是公司按照“10转2派0.7” 实施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增加股本242,229,649股。二是综合

考虑并购风险，适时终止并购重组事宜，为公司今后开展并购重组积累了宝贵经验。三是成功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发行规模6亿元，票面利率仅为4.58%，较第一期下降1.3个百分点，且远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水平。 由

此，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关注度和活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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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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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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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六家，详见全文财务报告九、1。本报告期合并财务报

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无

董事长： 肖跃文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18�

�日证券简称

: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600035

公告编号

:2015-048

公司债简称：

13

楚天

01

公司债代码：

122301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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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5年8月8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

到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肖跃文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非董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因任职期满，肖卫国先生提出辞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独立董事同意，董事会提名

李娟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提请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根据总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侯往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为规范公司投资行为，防范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效益，公司修订了《投资管理办法》。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新三板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为进一步发挥投资平台作用，抢抓当前新三板投资机遇，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楚天高速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决定同天风证券下属长瑞当代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设立新三板基金———长瑞战略新兴企业（武汉）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 基金规模为人民币5,000万元(具体视募集情况确定)。 湖北楚天高速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新三板基金（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其余出资向其他投资者进行募集。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议案》；（同意7票，反对2票，弃权

0票）

为进一步发挥投资平台作用，抢抓当前“互联网+” 投资机遇，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楚天高速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同武汉鼎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创业投资基金———鼎石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基金规模为人民币1.5亿元(具体视募集情况确定)。 湖北楚天高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作为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其余出资向其

他投资者进行募集。

董事刘先福先生和贺竹磬先生反对，认为公司应关注主业及相关产业延伸，控制风险较高的参与性股权

投资。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决定于近期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关于调整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及监事

会《关于调整部分监事的议案》。 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附件：1、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2、副总经理候选人简历

附件1：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娟，女，1957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1975年至1978年任武汉理工大学附属工厂工人；1982年至1985年

任湖北险峰机器厂技术员；1988年至1999年任华中理工大学 （现华中科技大学） 电信系教师、 党总支书记；

1999年至2001年任华中科技大学科技产业办主任；2000年至2013年任武汉华中科技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兼任武汉华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3年至今任楚商领先（武汉）创业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

附件2：

副总经理候选人简历

侯往，男，1969年生，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行政人事部

（党群工作部）总经理、纪委委员、招商局亚太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兼任诚坤国际（江西）九瑞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董事。

证券简称

: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600035

公告编号

:2015-049

公司债简称：

13

楚天

01

公司债代码：

122301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在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077号东湖广场宽堂写字楼9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5年8月8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

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 监事会主席张晴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通过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核查和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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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监事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因工作变动原因，根据公司股东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的提议，公司监事会同意免去李欣先生监

事职务，推荐王雷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于近期

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该项议案，会议时间另行通知。

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雷刚：男，1983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注册一级建造师，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 现任招商局亚太有

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项目经理。 曾任职于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养护分公司马驹桥管理所施工员，华北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项目经理。

监事会对李欣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的贡献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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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江苏阳光 60022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徐伟民

电话 0510-86121688

传真 0510-86121688

电子信箱 jsyg88@pub.wx.jsinfo.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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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8,095,279.13 3,877,317,814.46 1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7,922,524.65 1,689,708,124.6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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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930,600.14 294,801,375.27 -27.43

营业收入 952,584,219.07 1,073,611,563.34 -1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214,400.05 31,108,883.68 -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486,637.53 28,906,658.42 -11.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1.89 减少0.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8 0.0174 -9.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8 0.0174 -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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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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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448 150,663,362 0 质押 150,000,000

陈丽芬 境内自然人 8.309 148,181,020 0 质押 148,181,020

陆宇 境内自然人 8.092 144,300,000 0 质押 144,300,000

孙宁玲 境内自然人 5.139 91,648,980 0 质押 91,648,980

胡小波 境内自然人 2.973 53,012,985 0 质押 45,020,000

吴惠良 境内自然人 1.907 34,000,681 0 无

张惠丰 境内自然人 1.878 33,488,485 0 无

惠于新 境内自然人 1.776 31,675,181 0 无

刘梅娣 境内自然人 1.690 30,144,429 0 质押 14,500,000

刘荷娣 境内自然人 1.107 19,740,000 0 质押 19,7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陈丽芬女士、陆宇先生、孙宁玲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2013年8月5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阳光集团（持有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

8.448%）与本公司第二大股东陈丽芬（持有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8.309%）、

第三大股东陆宇（持有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8.092%）、第四大股东孙宁玲

（持有公司的表决权比例为5.139%）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合计持有公司

表决权比例为29.988%。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是 √ 否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际经济延续了缓慢复苏态势，全球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公司所处纺织行业的竞争依旧激烈，

公司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在管理、生产、营销等方面不

断改进，努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对生产经营的冲击，保持了较为平稳的运行态势。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952,584,219.07元，同比减少11.27%；营业利润40,484,585.89元，同比减少8.3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28,214,400.05元，同比减少9.30%。

纺织产业：报告期内，公司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市场需求低迷等不利因素，公司通过调整面料产品结构，

加强现场管理，严格控制成本，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平稳前进。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1,767,373.40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7.97%；毛利率为20.13%，较上年同期增加了1.05个百分点。

热电产业：报告期内公司电、汽销售业务相对平稳，由于销售价格的略微下降，使得热电产业实现营业收

入234,506,369.31元，较去年同比减少20.40%；由于原材料煤炭的价格有所下调，使得热电产业营业成本189,

830,906.02元，较去年同比减少22.59%；毛利率为19.05%，较上年同期增加了2.29个百分点。

多晶硅产业：目前宁夏阳光正处于破产清算过程中。 （相关事项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公司目前不再从事多晶硅相关业务。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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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952,584,219.07 1,073,611,563.34 -11.27

营业成本 750,971,391.45 865,008,932.70 -13.18

销售费用 7,003,815.58 7,421,671.38 -5.63

管理费用 94,406,903.43 82,507,439.10 14.42

财务费用 55,542,368.37 58,133,861.36 -4.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930,600.14 294,801,375.27 -27.4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2,005,568.29 -127,577,911.39 426.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803,191.83 180,096,484.11 144.20

研发支出 6,445,699.45 6,106,826.68 5.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增加委托贷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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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润构成和利润来源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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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4年9月5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并

于2015年5月19日的公告中披露公司完成了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发行。 本期票据发行规模为7亿元人

民币，发行利率为7.5%，期限为3年。 （相关事项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告）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经营计划进行有序的经营，公司继续推进品牌建设，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公

司利用品牌优势，保持了较强的产品议价能力，有效的消化了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因素。 总体而言，公司上半年

圆满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

(4) 其他

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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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纺织行业 701,767,373.40 560,521,914.25 20.13 -7.97 -9.17

增加1.05个百

分点

电汽行业 234,506,369.31 189,830,906.02 19.05 -20.40 -22.59

增加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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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纺销售 74,901,362.37 61,043,631.29 18.50 23.98 46.25

减少12.41�个

百分点

面料销售 626,552,848.66 499,188,325.69 20.33 -10.71 -13.19

增加2.28�个百

分点

服装销售 313,162.37 289,957.27 7.41 -28.36 -0.38

减少26.01�个

百分点

电汽销售 234,506,369.31 189,830,906 19.05 -20.40 -22.59

增加2.29�个百

分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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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销 549,422,115.04 -10.65

外销 386,851,627.67 -12.54

3.3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无重要变化。

3.4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证券投资情况

□ 是 √ 否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是 √ 否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是 √ 否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 是 √ 否

(2) 委托贷款情况

□ 是 √ 否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借款

方名

称

委托贷款

金额

贷款期

限

贷款利

率

借款用

途

抵押物或

担保人

是否

逾期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否

展期

是否

涉诉

资金来源并说

明是否为募集

资金

预期

收益

投资盈

亏

金瑞

织染

60,000 1年 8.5%

日常流

动资金

周转

江阴市新

桥第一毛

纺厂

资金来源为公

司自有资金，不

属于募集资金

5100 198.33

委托贷款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5年5月18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5年6月3日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江阴金瑞织染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第三方

金融机构向江阴金瑞织染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含6亿元）的委托贷款，期限为1年，利率为8.5%。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 是 √ 否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是 √ 否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是 √ 否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是 √ 否

(4) 其他

无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后整理 呢绒后整理加工 2.2亿元 451,081,732.85 252,130,558.69 -98,033.00

呢绒销售 呢绒服装销售 500万元 141,253,650.10 -2,258,239.62 -598,878.44

新桥热电 生产电力蒸汽 1800万美元 315,357,774.47 283,753,808.11 10,127,935.44

璜塘热电 生产电力蒸汽 2.2亿元 470,155,723.76 251,739,904.83 5,442,936.74

云亭热电 生产电力蒸汽 1.4亿元 148,588,031.81 149,100,427.40 -1,818,940.84

大丰热电 生产电力蒸汽 2.4亿元 152,297,241.39 150,988,182.23 1,568,456.48

江阴金帝

精纺毛纱、呢绒、坯布的

制造、加工

55592万元 557,495,609.20 555,745,315.32 75,910.56

昊天投资 海外投资及贸易业务 5万美元 48,753,737.50 1,203,806.46 -303,879.14

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10%以上的控股或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本期贡献的净利润或

投资收益

占上市公司净

利润比重

璜塘热电 109,070,277.00 7,275,994.08 5,442,936.74 4,082,202.56 14.47%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向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收

购土地

54,943,400 相关手续尚在办理中 0 0

设立全资子公司昊天投资有

限公司

50,000美元 相关手续正在办理中 0 0

设立全资子公司江阴金帝毛

纺织有限公司

610,000,000

货币资金已出资到位，实物

出资部分相关手续正在办

理之中

0 555,920,000.00

合计 / / 0 555,920,000.00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1）以人民币2,133.85万元和3,360.49万元分别向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收购土地（详见2008年8月8日

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se.com.cn公告）相关手续在办理之中。

（2）公司于开曼群岛设立全资子公司H.T.investment.co.,ltd（昊天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万美

金，主要从事海外投资及贸易业务（详见2012年3月20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sse.com.cn公告），相关设立手续正在办理中。

（3）2011年12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拟成立的全资子公

司江阴金帝毛纺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注册资本为61,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以货币资金出资18,58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30.46%； 以机器设备、 房屋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42,42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69.54%。 （详见2011年12月15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se.com.cn公

告）。

3.5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2014年度不分配不转增，因此报告期内没有需要执行的利润分配

方案。

2.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3.6 其他披露事项

1.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说明

□ 是 √ 否

2.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 的说明

□ 是 √ 否

3. 其他披露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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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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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江苏阳光呢绒服饰销售有限公司、江苏

阳光后整理有限公司、江阴金帝毛纺织有限公司、江苏阳光新桥热电有限公司、江苏阳光璜塘热电有限公司、

江苏阳光云亭热电有限公司、大丰阳光热电有限公司、昊天投资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丽芬

2015年8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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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平高科 股票代码 00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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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新 张倩

电话 0731-8218�3881 0731-8218�3880

传真 0731-8218�3881 0731-8218�3880

电子信箱 lpht@lpht.com.cn lpht@lp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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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3,154,287.00 726,552,976.84 10.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806,768.24 132,008,515.98 38.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5,303,754.14 117,024,230.74 15.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6,314,571.95 1,750,977.18 4,829.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35 0.1325 38.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35 0.1325 38.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2% 8.02% 增长1.1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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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1,362,582.07 4,105,223,769.85 -1.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46,768,471.38 1,913,858,006.58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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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53户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股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东性质

报告

期末

持有

的普

通股

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变动情

况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普通

股数

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的普

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

量

湖南

新大

新股

份有

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

4.

4

0

%

143,

400,

010

0 0 143,400,010 质押

13

3,

50

0,

00

0

湖南

杂交

水稻

研究

中心

国有法人

6.

7

1

%

66,

857,

142

0 0 66,857,142 质押 0

袁丰

年

境内自然人

2.

9

6

%

29,

455,

634

0

29,

455,

634

0 质押 0

廖翠

猛

境内自然人

2.

3

5

%

23,

379,

736

0

22,

894,

200

485,536 质押

6,

00

0,

00

0

张秀

宽

境内自然人

1.

8

4

%

18,

342,

960

0

18,

342,

960

0 质押

1,

50

0,

00

0

合肥

绿宝

种苗

有限

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

7

3

%

17,

196,

520

0

17,

196,

520

0 0

戴飞 境内自然人

1.

4

0

%

13,

900,

520

0

13,

900,

520

0 质押

1,

50

0,

00

0

袁隆

平

境内自然人

1.

3

4

%

13,

371,

430

0 0 13,371,430 0

中国

工商

银

行－

嘉实

策略

增长

混合

型证

券投

资基

金

国有法人

1.

1

7

%

11,

653,

793

11,653,793 0 11,653,793 0

新华

人寿

保险

股份

有限

公

司－

分

红－

个人

分红

-018

L-FH

002深

国有法人

1.

1

4

%

11,

399,

744

11,399,744 0 11,399,744 0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

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名普通股股东的情

况（如有）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先生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袁隆平

先生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法定代表人，袁丰年先生为袁隆平先生侄儿。 除此之外，

根据公司已知资料，未发现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2）根据公司已

知资料，未发现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

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新大新股份有限公司 143,400,010 人民币普通股

143,400,

010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66,857,142 人民币普通股

66,857,

142

袁隆平 13,371,430 人民币普通股

13,371,

430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1,653,793 人民币普通股

11,653,

79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深

11,399,744 人民币普通股

11,399,

744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团险分红 9,536,397 人民币普通股 9,536,397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1号 7,185,302 人民币普通股 7,185,30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

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22L-CT001深

6,780,349 人民币普通股 6,780,349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6,249,045 人民币普通股

6,249,

04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

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先生

为公司发起人股东，袁隆平先生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法

定代表人；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团险分红和太平

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22L-CT001

深均由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管理。 除此之外，根据公司已

知资料未发现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2）根据公司已知资料，未发现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

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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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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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中期发展战略规划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进一步完善了商业化育种体系，启动了现代农业

综合服务体系构建和国际业务布局工作，公司各产业主体的产业合力进一步提升，集团内资源整合力度进一

步加大，公司主营业务呈现出稳定、健康、持续的发展态势。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03,154,287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0.5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806,768.2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48%；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046,768,471.38元，较期初增长6.94%；基本每股收益达到0.1835元/股，较上

年同期增长38.49%。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提到：作为中国种业的领先企业，

公司必须用全球化视野规划未来十年的发展，打造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能力，承担维护国家种业安全的责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公司将进一步巩固原有的研发优势、质量优势、营销优势，实现产业整体升级；同时将采取

多主体、多品牌、宽渠道的发展策略，积极开展行业整合；做全能种子选手，并布局生物育种技术，努力开拓国

际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从以下方面践行上述发展规划：

（1）商业化育种体系进一步完善。

报告期内，公司商业化育种体系进一步升级，信息化、物联网化、机械化的能力进一步完善，商业化育种能

力和效率显著提升，部分自主研发的品种优势表现突出，未来品种储备丰富，为公司产业稳定、持续发展奠定

了基础。 2015年上半年，公司水稻和玉米绿色通道区域试验稳步开展，参试品种数量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提

升。 在品种审定方面，13个杂交水稻品种、6个蔬菜品种、2个油菜品种和1个玉米品种获得审定，即将逐步推向

市场，其中杂交水稻品种“隆两优华占” 、“晶两优华占” 在抗稻瘟病、抗倒伏、产量、米质、高温及低温的耐受力

等各方面均表现突出，具有广适性特点，未来有望成为推广面积较大的品种。 此外，在水稻育种方面，抗稻飞

虱、稻瘟病等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研究正在稳步推进；在玉米育种方面，公司与相关科研机构开始进行合作，

拟筛选一批有效的功能性分子标记，为公司玉米高产品种的分子设计育种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2）订单销售、综合服务的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报告期内，公司对主要品种的运营主体进行了科学、合理地划分，各主体多品牌、多渠道运营不同品种，协

同效应进一步加强，订单销售、综合服务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安徽隆平在业内首创了“无订购，不销售” 的

营销模式，并专门针对种植大户开展一系列营销服务，使“隆平206” 迅速成为国内推广面积最大的玉米品种

之一。 报告期内，安徽隆平继续深化“隆平206” 营销创新，该先进经验也在集团内部得到深度分享，针对种粮

大户的精准营销和集中优势力量推广大品种的理念得以继续巩固并得到执行。 对于推广面积较小、同质化程

度较高的品种，公司采取了减法策略，部分重点市场和重点品种的销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还

收购了从事黄瓜种子业务的德瑞特公司，将蔬菜种子产业纳入公司的战略产业，进一步推进“多主体、多品牌、

宽渠道” 策略。

（3）产品质量进一步升级。

产品质量是种业企业的生命线。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业主体通过强化制种过程管理、完成技改工程、优

化大面积制种的技术和区域等措施提升产品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内部还对提升产品质量相关问题进行了广

泛讨论，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产品质量标准。

（4）农业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

随着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及土地流转速度加快，土地集中程度有所提升，中国农村经济正在逐渐转

型，互联网、物联网等经济形态对农村的生产经营模式正发生深刻影响，农作物种植户构成亦在发生变化。 为

了适应农业产业的发展趋势，发挥公司种子产业优势，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批准设立了专业农业服务公司，

并对构建现代化农业服务综合平台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可行性研究， 拟通过提供一套包括种植方案设计、品

种选择、种子及农化供应、栽培技术指导、农机服务、信贷支持、农业保险、产品收购等全方位服务在内的整体

解决方案，从专业角度为种植户提供优质的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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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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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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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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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伍跃时

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证券代码：

000998

公告编号：

2015-46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及审议情况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于2015年8月17日（星期一）上午9:

00在长沙市车站北路459号证券大厦10楼总部会议室以现场和视频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第十八次会议。 本次

会议的通知及增补议案的通知已分别于2015年8月7日及2015年8月13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伍跃时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2人，实到董事9人。 董事伍跃

时、袁定江、颜卫彬、邓华凤、廖翠猛、王道忠、毛长青，独立董事郭平、任天飞出席了本次会议。 董事张秀宽因公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伍跃时代其出席和表决；独立董事屈茂辉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

郭平代其出席和表决；独立董事任爱胜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郭平代其出席和表决。 公司监事

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本报告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袁

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及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二、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8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安徽隆平高

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三、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长沙市天心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20,000万元，该综合授信保

证方式为抵押与信用担保相结合，其中抵押担保授信额度为11,500万元，信用担保授信额度为8,500万元，贷

款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董事长伍跃时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四、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平安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山支行申请综合授信人民币40,000万元，该综合授信担

保方式为信用担保，贷款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并授权董事长伍跃时先生代表公司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五、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马德华先生为产业总监的议案》。

马德华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审议通过此项

议案。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司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聘任马德华先生为产业总监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出具的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附件：

马德华先生简历

马德华：男，1964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1980年—1984年，山东农业大学学生；1984年—1987年，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1987年毕业后到天津市农科院黄瓜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1991年公派赴日本筑

波农业培训中心学习一年， 1991年—1994年任天津市黄瓜研究所育种室主任；1994年—1998年任副所长（期

间于1996年8月至1998年12月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在职博士学位， 并于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1998年—

2001年任天津市黄瓜研究所所长、 书记；2001年—2003年任荷兰纽内姆公司亚太区经理；2003年创立天津德

瑞特种业有限公司，至今任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绿丰园艺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冬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

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

知》（证监发〔2003〕56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我们作为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截至2015年6

月30日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实际担保金额为5,800.00万元（含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对外担保总额未超过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的50%，且所有对外担保均已经履行相关法

律法规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公司没有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方、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关联方、任何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亦未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对象提供债务担保。

独立董事：屈茂辉

郭平

任爱胜

任天飞

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关于聘任产业总监的独立意见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于2015年8月17日召开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聘任马德华先生为产业总监的议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袁隆平农业高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通过审查公司提供的资料，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对上述事

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马德华先生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马德华先生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经过对马德华先生个人简历的审查，我们认为他具备担任相关职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未发现其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亦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四、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马德华先生为公司产业总监。

独立董事：屈茂辉

郭平

任爱胜

任天飞

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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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安徽隆平高科种业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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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被担保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隆平” ）

债权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淝河路支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担保期限：1年

（二）审批情况：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于2015年8月17日召

开了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安徽隆平高科种业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12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100%审议通过本

议案。

本次担保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安徽隆平为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02年5月3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住所为合肥高新区望江西路533号；法定代表人为彭光剑；经工商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农作物

种子的经营；种苗的培育、繁殖、推广；农用激素、化肥的销售；农产品加工相关技术服务；农作物种子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的除外）。

安徽隆平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6,311,090.70 765,195,162.68

负债总额 331,771,814.87 279,774,761.82

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22,944,214.87 271,481,618.51

净资产 394,539,275.83 485,420,400.86

项目

2014年1-12月

（经审计）

2015年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9,697,459.53 287,430,726.90

利润总额 139,431,453.93 90,883,601.24

净利润 139,420,075.78 90,881,125.0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同意为安徽隆平向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淝河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3,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1年，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实现该笔债权的

费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伍跃时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系为了满足安徽隆平经营性资金需求，支持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属正常生产经营事项，且安徽隆

平为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据此，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向安徽隆平提供担保的风险可

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通过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16,000万元（含本次担保），累

计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7.92%，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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