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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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信息 股票代码 00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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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丰 刘荣亚

电话 0531-85106229 0531-85106229

传真 0531-85106222 0531-85106222

电子信箱 lclifeng@inspur.com liurongya@inspu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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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164,812,434.39 2,867,620,615.45 4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39,901,153.90 100,873,138.29 13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083,148.33 24,266,164.64 9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54,271,

544.25

-399,208,575.82 -189.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00 0.1089 12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98 0.1089 129.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83% 6.35% 3.48%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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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063,764.20 5,948,551,991.72 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35,798,593.00 2,335,401,257.38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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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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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2.59% 408,7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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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18,634,540

平安大华

基金－平

安银行－

平安信

托－平安

财富＊创

赢一期86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

划

其他 1.25% 11,959,22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

司－景顺

长城沪港

深精选股

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9% 5,681,696

光大永明

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定

向资产管

理计划2

号

其他 0.52% 4,983,548

王智升

境内自然

人

0.46% 4,384,014

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

限公司－

润金26号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43% 4,174,706

山东高速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40% 3,825,516

赖一帆

境内自然

人

0.39% 3,714,600

呼怀旭

境内自然

人

0.38% 3,659,6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自然人股东王智升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780,000股股票，赖一帆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2,878,100股股票，呼

怀旭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3,659,650股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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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1、2015年1月9日，浪潮“高端容错计算机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 项目获得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证书编号为

2014-J-220-1-01-D01， 成为民口信息领域六大方向中唯一获得一等奖的

成果。高端容错计算机系统的突破和发展为国家信息安全自主可控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本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有助于公司扩大关键应用主机

产品的销售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

2、报告期内，在国产化趋势的背景下，国产厂商在X86服务器市场整体份

额大幅增长。 中国服务器产业在走过了跟随、压制后，进入超越、领先的新发展

期。 根据Gartner统计，中国X86服务器市场，浪潮服务器2015年第一季度市场

占有率达到21%，继续蝉联中国市场第一，在过去的5个季度中，公司已累计3个

季度获得中国市场第一。

3、201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以“聚浪成潮” 为主题的合作伙伴大会，大唐

电信、南瑞集团、东软集团、华胜天成、星网锐捷等1200余家企业出席，本次会

议进一步提升了合作伙伴对公司整体实力、研发能力、生产制造水平的全面了

解，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了浪潮国产化领导品牌形象，扩大合作伙伴体系规模，激

发伙伴体系的活力，发挥聚合优势，实现公司与合作伙伴的共赢发展。

4、2015年5月8日，公司在北京成功举办“智汇数据 业务再造” 浪潮高端

存储AS18000产品发布会，采用iMatrix架构的AS18000具有业界最强的容错

能力， 为企业核心业务提供高可靠、 高性能和高扩展的数据服务。 高端存储

AS18000的发布标志着公司迈出了向高端存储市场进军的重要一步， 在关键

业务方面将形成小型机、高端存储的双引擎业务发展策略。

5、随着“K迁工程” 的推进，天梭K1系统已经在金融、能源、交通、公安、财

税等12个关键行业实现了成功应用，并在建设银行、农业部、胜利油田、北京市

财政局、广州白云机场、洛阳银行等用户的核心系统中成功替代了进口小型机。

2015年6月9日，在创新数据中心全国巡展北京站上浪潮发布“惠” 迁计划，涵

盖行业渠道开拓、迁移方案开发优化、增值服务保障等多项措施，旨在全面推动

天梭K1对HP� Superdome小型机的替代， 进一步巩固浪潮在整体市场的领先

地位。

6、资本运作方面，公司于2015年2月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议案， 公司拟向包括浪潮软件集团

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27亿元，用于收购山东超越工控机及全国产系统业务资产、发展云

计算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项目。 201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的201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2015年6月4日，公司本次

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

经山东省国资委审批通过、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以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于2015年5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向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等50名激励对象授予916万份股票期权，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为20.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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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1,000万元在

济南市海关综合保税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济南浪潮云海商贸有限公司，公司

自上述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之孙公司山东英信计算机

技术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2,500万元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郑州云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公司自上述公司设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798万元受

让鼎天盛华（北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天盛华）原股东出资权，

再以人民币451万元对鼎天盛华进行增资， 本次交易金额合计人民币1249万

元，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鼎天盛华50.96%股权。 详见2014年12月31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4-084）。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

履行出资义务并将2015年6月30日作为合并基准日，本期公司将其纳入合并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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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86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

8月18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

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6名，实到董事6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磊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同意票数6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二、关于审议公司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同意票数6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88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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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浪潮

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35号)

核准，公司于2014年2月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不超过10家特定投资者共发行了

24,931,438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价格为40.1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999,999,978.18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3,475,046.74元。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为2014年3月3日，业经山东和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和信验字（2014）第000004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999,999,978.18

减：发行费用 26,524,931.44

募集资金净额 973,475,046.74

减：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723,781,308.61

加：利息收入 10,354,557.07

减：手续费支出 6,243.42

减：补充流动资金 253,581,875.00

募集资金账户实际结余金额 6,460,176.78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地保障

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于2014年2月12日经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有效执行。

（二）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及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并于2014年3月26日

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开发区支行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和平支行3家银行分别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 ）。 协议内容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

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了相关义务。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在各银行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注

1）

截止报告期末

余额

存储方式

民生经十路支行 626075828 674,999,978.18 - 活期

民生经十路支行 400091234 5,489,246.97 定期

浦发开发区支行 74130154500000545 200,000,000.00 970,929.81 活期

注1：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发行费用1,524,931.44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1-6月

编制单位：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00,000.00

本报告

期投入

募集资

金总额

16,75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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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7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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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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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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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键应用

主机产业化

项目

否 70,000.00 67,347.50 15,655.86 47,854.27 71.06%

-1,

154.88

否 否

2、大数据一

体机产业化

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1,102.86 14,523.86 72.62% -877.14 否 否

3、补充流动

资金

否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

- - 否

合计 100,000.00 97,347.50 16,758.72 72,378.1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关键应用主机产业化项目”和“大数据一体机产业化项目”截止日尚处于项

目建设期，因而未达到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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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本公司利用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和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至2014年7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合计人民币372,780,728.06元，经山东和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和信专字（2014）第000138号

《募集资金置换鉴证报告》。 2014年8月15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372,780,728.06元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该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该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了同意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专项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保荐机构对此事项无异议。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公司于2014年3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3亿元，期

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该议案于2014年4月1日经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截止2015年3月5日，公司已全部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

集资金。

公司于2015年3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超过3.3亿

元，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 该议案于2015年3月26日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由募集资金专户实际转出3.07亿元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截止报告期末，尚未归还的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2.5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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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未来将继续用于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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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和新材 股票代码 00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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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海平 董旭海

电话 0535-6394123 0535-6394123

传真 0535-6371234 0535-6394123

电子信箱 chihaiping@tayho.com.cn dongxuhai@tay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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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246,547.26 841,726,910.10 -7.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5,707,578.22 90,404,473.18 -38.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0,003,161.49 87,152,756.45 -42.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58,824.44 159,729,398.49 -99.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5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3% 5.12% -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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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6,405,662.85 2,597,021,203.05 -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27,640,083.26 1,871,975,269.75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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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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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泰和

新材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32%

184,890,

000

0

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38%

7,050,

000

0

侯仁峰

境内自然

人

0.96%

4,882,

147

0

徐学任

境内自然

人

0.92%

4,695,

000

0

杭宝年

境内自然

人

0.89%

4,536,

656

0

云南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云

信成长

2013-5号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88%

4,500,

000

0

云南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汇宝

金3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0.88%

4,500,

000

0

高雪筠

境内自然

人

0.80%

4,063,

323

0

刘国栋

境内自然

人

0.76%

3,846,

500

0

唐冠宇

境内自然

人

0.63%

3,230,

436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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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公司以效益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产品结构、

努力满足客户需求，三大主营产品的销量均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受市场

竞争加剧影响,整体盈利水平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

氨纶业务方面，在新增产能投产和市场需求不旺的双重压力之下，氨纶

行情持续低迷，销售价格不断回落。 面对这种局面，公司积极完善市场布局、

灵活调整销售策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深入开展节能降耗，纽士达?氨纶的

直销比例有所上升，总体销量有所增加，单位成本不断下降，但受售价下滑影

响，氨纶业务实现的利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间位芳纶的竞争环境有所改善，环保领域的需求出现增长。 公司在维护

好现有市场和已有客户的基础上，重点进行新客户、新领域的开发，成立专门

的军品开发小组，积极开发集团消费项目、推广高附加值产品，不断做大市场

蛋糕，巩固提升市场份额。 在公司的努力下，泰美达?纤维的销量较上年同期

有所增长，但受阶段性的品种结构变化影响，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出现一定

程度的下降。

对位芳纶方面，公司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改进产品性能，产品品质进

一步提升。 销售方面，加大各领域的市场推广力度，巩固扩大泰普龙?纤维市

场份额，特别是抓住了三网融合、4G建设步伐加快的大好形势，在光通信领域

的销量增长明显。 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产销量的增加，泰普龙?对位芳纶的

盈利情况持续改善。

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2015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利润7,843.06

万元，同比下降32.85%；利润总额8,119.07万元，同比下降31.79%；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70.76万元，同比下降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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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长：孙 茂 健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54

股票简称：泰和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29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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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8月19

日在本公司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孙茂健先生召集和主持， 会议通知于

2015年8月7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

到董事8名，董事滕飞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纪纯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通过以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

独立董事针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公司对外

担保情况出具了专项说明，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巨潮资

讯网。

监事会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审核， 并出具了审核意见，

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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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的议案。 修改后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巨潮资讯

网。

3、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修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专项管理制度》 的议案。 修改后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专项管理制

度》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

4、以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通过关于补选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包敦安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委员、

战略委员会委员。

特此公告。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0日

附：包敦安先生简历

包敦安先生，中国籍，1974年出生，民进党员，博士。 曾任青岛海尔集团销

售经理，山东工商学院教师，烟台红壹佰照明电器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2010年

起任鲁东大学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2015年5月起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包敦

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亲属关系；其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包敦安先生自2015年4月起取

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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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冰轮 股票代码 0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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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秀欣 刘莉

电话 0535-6697075，6243558 0535-6697075，6243558

传真 0535-6243558 0535-6243558

电子信箱 zqb@yantaimoon.cn zqb@yantaimo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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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303,209.68 694,916,406.84 1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0,862,530.95 61,347,570.62 21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490,009.34 59,560,101.43 -84.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5,785,416.15 42,305,218.54 -184.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 0.16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 0.16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8% 4.00% 增加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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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5,468,327.83 2,916,572,204.89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32,085,464.06 1,612,382,589.98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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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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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24.02%

94,770,

455

0 质押

46,937,

686

烟台国盛实业公司 国有法人 11.05%

43,590,

555

0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6%

42,065,

978

0

马越 0.64% 2,530,600 0

林奇 0.60% 2,385,800 0

徐春芳 0.45% 1,758,300 0

马志强 0.37% 1,449,000 0

马越飞 0.28% 1,1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实事

件驱动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0.26% 1,027,252 0

陈浩 0.24% 959,3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3名股东同为国有法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册中，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6489766股，持股比

例为1.64%；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股5073700股，持股比例为1.29%；申银万

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5024732股，持股比例为1.27%；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4254193股，持股比

例为1.08%；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股3776188股，持股比例为0.96%；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3463362股，持股比例为0.88%；中信证券（浙江）有限

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3369420

股，持股比例为0.85%。 将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股

股东明细跟公司股东名册中的其他股东混合排序后，公

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前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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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致力于在气温控制领域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主要从事商业冷

冻设备、工业冷冻设备及应用系统集成、工程成套服务，广泛服务于食品冷链、

物流、石化、医药、能源等行业。

报告期内，受国内经济减速和结构调整冲击，市场需求下滑。 面对困难和

挑战，公司深入挖掘市场结构性增长机会，拓展细分市场，气体压缩产品转型

步伐加快，CO2制冷系统在多个新行业领域实现应用。 公司深入推进精益管

理，持续改进，生产制造水平不断提高。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专业化、扁平化和复合化原则，整合业务与资源，重构

战略布局，完成了组织机构、部门职能、岗编及人员整合，以及采购、仓储、物

流、品质管理、工艺技术、设备动力、订单推进等业务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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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增群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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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

股票稳定股价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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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7月间，沪深股市遭遇非理性大幅下跌，公司股价亦未幸免。

响应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15〕51号《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51号文” ）“为维

护资本市场稳定，支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以下并称大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方式稳定股价，切实维

护广大投资者权益” 的号召，7月8日下午，公司紧急动员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和/或其配偶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票。 随后，上述人员积极行动起来，筹

措资金，准备/开立证券账户，陆续展开了维稳增持工作。

据统计，截至目前，上述人员累计增持公司股票287100股，耗用资金346

万元。 期间，逢半年报窗口期，因未符合51号文中规定的“上市公司股票价格

连续10个交易日内累计跌幅超过30%的” 情形而被动停止增持。 接下来，公

司将继续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维护投资者权益出发，按照51号文“鼓励上市

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

持股票等方式稳定股价” 的规定，在公司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动员公司大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框架下，

通过增持股票等方式稳定股价。

特此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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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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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冰轮集团” ）通

知，冰轮集团持有的本公司4693768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0%）于2012年7月2日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上述股份

及其红利已解除质押。

同时，冰轮集团将持有的本公司46937686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1.90%）再次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质押登记日

为2015年8月18日。

前述解除质押登记及再次质押登记手续已于2015年8月18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冰轮集团持有本公司94770455股股份 （性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4.0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冰轮集团质押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469376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90%。

特此公告。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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