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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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邦吊顶 股票代码 00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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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伟江 唐庆芬

电话 0573-86790032 0573-86790032

传真 0573-86788388 0573-86788388

电子信箱 zhejiangyoubang@163.com zhejiangyoub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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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64,444.23 162,905,212.85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022,242.40 43,892,572.78 1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425,266.41 41,881,553.83 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607,182.61 52,937,810.67 -17.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4 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4 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6% 10.0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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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989,860.93 584,832,364.57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0,000,201.14 526,777,958.74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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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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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沈祥 境内自然人 37.31% 30,800,000 30,800,000

骆莲琴 境内自然人 30.20% 24,932,938 24,932,938

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0% 5,867,062 5,867,062

梁晓雲 境内自然人 0.91% 748,800

梁日文 境内自然人 0.80% 664,330

唐国殿 境内自然人 0.68% 562,80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投瑞银稳健

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387,6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深

其他 0.33% 274,835

刘峰 境内自然人 0.30% 249,461

刘勇 境内自然人 0.24% 198,2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时沈祥、骆莲琴为配偶关系，骆莲琴持有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5%股权并担任法定代

表人。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梁晓雲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748,800�股，梁日文通过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64,330股，刘峰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79,

6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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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度经济进一步深化、转型、发展，面对新的经济和行业环境，公司作为集成吊顶行业的缔造者和领导者，

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稳步推进工作，继续强化研发设计、品牌、销售网络等方面的竞争优势，依靠持续的产品创新、良

好的品牌形象、优良的产品品质和经销商网络，公司业务继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0,864,444.23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4.89%， 实现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49,022,242.40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1.69%。 公司总资产615,989,

860.93元，较期初增加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550,000,201.14�元，较期初增加4.41%。

（一） 进一步推动新产品的研发和设计：

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设计团队成功开发了多款新产品，公司上半年共申请各项专利100项，截至报告期末累计有效专利

478项，其中有效发明专利6项。

（二）进一步提升经销商和专卖店的专业运营和服务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优化销售网络的竞争力，强化对经销商、专卖店负责人及业务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包括经销

商在内的全体“友邦人”的整体素质，提升终端用户的品牌体验度。

（三）积极筹备进一步扩大生产能力，为公司未来战略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生产设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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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签字）：时沈祥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18� � � � � � �证券简称：友邦吊顶 公告编号：2015-052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半年报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5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披露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披露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经公司事后审核发现：公司股东骆莲琴代垫办理上海麦格茂置业有限公司产证费

用59,772.00元(预付款)未入账，现对2015年半年报进行补充更正，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一）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三节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之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更正如

下：

更正前：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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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64,444.23 162,905,212.85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022,242.40 43,892,572.78 1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425,266.41 41,881,553.83 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607,182.61 52,937,810.67 -17.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4 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4 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6% 10.0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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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930,088.93 584,832,364.57 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0,000,201.14 526,777,958.74 4.41%

更正后：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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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864,444.23 162,905,212.85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022,242.40 43,892,572.78 1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2,425,266.41 41,881,553.83 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607,182.61 52,937,810.67 -17.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4 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54 9.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6% 10.06%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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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989,860.93 584,832,364.57 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0,000,201.14 526,777,958.74 4.41%

（二）、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 二、财务报表之1、合并资产负债表”更正如下：

更正前：

(1)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06月30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03,646,538.72 316,699,168.78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238,872.34 2,493,681.28

预付款项 11,715,674.61 7,145,162.2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456,935.70 3,087,763.5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659,588.94 21,938,997.16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5,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454,717,610.31 426,364,773.0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93,774,358.03 96,881,302.49

在建工程 2,325,608.33 842,188.68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5,064,094.71 60,695,682.8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417.55 48,417.5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1,212,478.62 158,467,591.56

资产总计 615,930,088.93 584,832,364.5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2,137,644.76 30,296,819.15

预收款项 11,787,744.13 1,674,760.5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803,064.54 6,147,946.27

应交税费 9,775,399.71 12,086,764.3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762,314.30 6,184,395.22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49,559.29 149,559.29

流动负债合计 64,415,726.73 56,540,244.7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514,161.06 1,514,161.06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14,161.06 1,514,161.06

负债合计 65,929,887.79 58,054,405.8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82,560,000.00 51,6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8,035,989.00 158,995,989.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7,258,182.65 37,258,182.6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02,146,029.49 278,923,787.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50,000,201.14 526,777,958.7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0,000,201.14 526,777,958.7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15,930,088.93 584,832,364.57

法定代表人：时沈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郁海风 会计机构负责人：蔡月丽

更正后：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06月30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403,646,538.72 316,699,168.78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238,872.34 2,493,681.28

预付款项 11,775,446.61 7,145,162.20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456,935.70 3,087,763.59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29,659,588.94 21,938,997.16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5,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454,777,382.31 426,364,773.01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93,774,358.03 96,881,302.49

在建工程 2,325,608.33 842,188.68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65,064,094.71 60,695,682.8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417.55 48,417.5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61,212,478.62 158,467,591.56

资产总计 615,989,860.93 584,832,364.5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2,137,644.76 30,296,819.15

预收款项 11,787,744.13 1,674,760.54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2,803,064.54 6,147,946.27

应交税费 9,775,399.71 12,086,764.30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822,086.30 6,184,395.22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49,559.29 149,559.29

流动负债合计 64,475,498.73 56,540,244.7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514,161.06 1,514,161.06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14,161.06 1,514,161.06

负债合计 65,989,659.79 58,054,405.8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82,560,000.00 51,6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8,035,989.00 158,995,989.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7,258,182.65 37,258,182.65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302,146,029.49 278,923,787.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50,000,201.14 526,777,958.74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0,000,201.14 526,777,958.7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15,989,860.93 584,832,364.57

法定代表人：时沈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郁海风 会计机构负责人：蔡月丽

（三）、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二、财务报表之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更正如下：

更正前：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93,860,275.42 306,962,166.9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238,872.34 2,493,681.28

预付款项 11,715,674.61 7,145,162.2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454,412.86 3,086,160.36

存货 29,659,588.94 21,938,997.16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5,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444,928,824.17 416,626,167.9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5,000,000.00 35,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0,531,327.30 83,297,757.48

在建工程 2,325,608.33 842,188.68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4,860,237.91 50,370,592.0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417.55 48,417.5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2,765,591.09 169,558,955.79

资产总计 617,694,415.26 586,185,123.7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2,137,644.76 30,296,819.15

预收款项 11,787,744.13 1,674,760.54

应付职工薪酬 2,803,064.54 6,147,946.27

应交税费 9,778,037.24 12,089,122.3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851,125.70 6,226,939.61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49,559.29 149,559.29

流动负债合计 64,507,175.66 56,585,147.1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514,161.06 1,514,161.06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14,161.06 1,514,161.06

负债合计 66,021,336.72 58,099,308.2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82,560,000.00 51,6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8,035,989.00 158,995,989.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7,258,182.65 37,258,182.65

未分配利润 303,818,906.89 280,231,643.89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1,673,078.54 528,085,815.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17,694,415.26 586,185,123.77

更正后：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393,860,275.42 306,962,166.9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6,238,872.34 2,493,681.28

预付款项 11,775,446.61 7,145,162.20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3,454,412.86 3,086,160.36

存货 29,659,588.94 21,938,997.16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5,000,000.00

流动资产合计 444,988,596.17 416,626,167.98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35,000,000.00 35,000,000.00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80,531,327.30 83,297,757.48

在建工程 2,325,608.33 842,188.68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54,860,237.91 50,370,592.08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48,417.55 48,417.55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2,765,591.09 169,558,955.79

资产总计 617,754,187.26 586,185,123.7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32,137,644.76 30,296,819.15

预收款项 11,787,744.13 1,674,760.54

应付职工薪酬 2,803,064.54 6,147,946.27

应交税费 9,778,037.24 12,089,122.31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7,910,897.70 6,226,939.61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149,559.29 149,559.29

流动负债合计 64,566,947.66 56,585,147.17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1,514,161.06 1,514,161.06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514,161.06 1,514,161.06

负债合计 66,081,108.72 58,099,308.23

所有者权益：

股本 82,560,000.00 51,600,0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128,035,989.00 158,995,989.00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37,258,182.65 37,258,182.65

未分配利润 303,818,906.89 280,231,643.89

所有者权益合计 551,673,078.54 528,085,815.5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617,754,187.26 586,185,123.77

（四）、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3、预付款项”更正如下：

更正前：

预付款项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9,010,479.72 76.91% 4,688,489.30 65.62%

1至2年 682,666.99 5.83% 696,689.15 9.75%

2至3年 309,865.90 2.64% 47,321.75 0.66%

3年以上 1,712,662.00 14.62% 1,712,662.00 23.97%

合计 11,715,674.61 -- 7,145,162.20 --

账龄超过1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未及时结算原因的说明：

上述账龄超过一年且金额重大的预付款项主要为预付上海麦格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茂置业” ）购房款及

办理产证费用1,772,434.00元。 2009年12月公司与麦格茂置业签署了关于购买位于上海惠南镇川奉公路5959弄8号2层

2070室、2071室、2072室、2095室、2096室、2097室六间商铺《预售合同》，合同约定售价总额共计为171.27万元。 公司于

2009年12月向麦格茂置业支付了165.60万元，2010年2月付清尾款5.67万元。 2013年11月公司收到麦格茂置业发出的办证

通知，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支付了5.98万元办理产证费用。 目前产证尚在办理之中。

（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预付对象 期末余额 占预付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0 29.87%

上海麦格茂置业有限公司 1,712,662.00 14.62%

台州市黄岩双盛塑模有限公司 1,182,000.00 10.09%

广州鑫合金属建材有限公司 1,069,507.23 9.13%

海盐县集成吊顶协会 619,875.00 5.29%

合计 8,084,044.23 69.00%

其他说明：

无

更正后：

预付款项

（1）预付款项按账龄列示

单位： 元

账龄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1年以内 9,010,479.72 76.52% 4,688,489.30 65.62%

1至2年 742,438.99 6.31% 696,689.15 9.75%

2至3年 309,865.90 2.63% 47,321.75 0.66%

3年以上 1,712,662.00 14.54% 1,712,662.00 23.97%

合计 11,775,446.61 -- 7,145,162.20 --

账龄超过1年且金额重要的预付款项未及时结算原因的说明：

上述账龄超过一年且金额重大的预付款项主要为预付上海麦格茂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格茂置业” ）购房款及

办理产证费用1,772,434.00元。 2009年12月公司与麦格茂置业签署了关于购买位于上海惠南镇川奉公路5959弄8号2层

2070室、2071室、2072室、2095室、2096室、2097室六间商铺《预售合同》，合同约定售价总额共计为171.27万元。 公司于

2009年12月向麦格茂置业支付了165.60万元，2010年2月付清尾款5.67万元。 2013年11月公司收到麦格茂置业发出的办证

通知，公司于2013年12月19日支付了5.98万元办理产证费用。 目前产证尚在办理之中。

（2）按预付对象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预付对象 期末余额 占预付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0 29.72%

上海麦格茂置业有限公司 1,772,434.00 15.05%

台州市黄岩双盛塑模有限公司 1,182,000.00 10.04%

广州鑫合金属建材有限公司 1,069,507.23 9.08%

海盐县集成吊顶协会 619,875.00 5.26%

合计 8,143,816.23 69.15%

其他说明：

无

（五）、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九节 财务报告之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之15、其他应付款”更正如下：

更正前：

15、其他应付款

（1）按款项性质列示其他应付款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经销商保证金 5,530,000.00 4,165,000.00

供应商保证金 1,169,000.00 1,139,000.00

其他暂收款及应付款 1,063,314.30 880,395.22

合计 7,762,314.30 6,184,395.22

更正后：

15、其他应付款

（1）按款项性质列示其他应付款

单位：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经销商保证金 5,530,000.00 4,165,000.00

供应商保证金 1,169,000.00 1,139,000.00

其他暂收款及应付款 1,123,086.30 880,395.22

合计 7,822,086.30 6,184,395.22

（六）、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九节财务报告之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更正如下：

更正前：

十、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企业

的持股比例

母公司对本企业

的表决权比例

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为时沈祥与骆莲琴。 时沈祥与骆莲琴系配偶，其中时沈祥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37.31%，骆莲琴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30.20%，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67.51%，表决权比例为67.51%。

此外，骆莲琴女士还持有本公司第三大股东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5%股权。 本企业最终控制方为时沈祥与骆莲琴。

本企业最终控制方是时沈祥与骆莲琴。

其他说明：

无

2、本企业的子公司情况

本企业子公司的情况详见附注八。

3、关联交易情况

更正后：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

母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母公司对本企业

的持股比例

母公司对本企业

的表决权比例

本企业的母公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的主要投资者为时沈祥与骆莲琴。 时沈祥与骆莲琴系配偶，其中时沈祥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

37.31%，骆莲琴女士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30.20%，合计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为67.51%，表决权比例为67.51%。

此外，骆莲琴女士还持有本公司第三大股东嘉兴市友邦电器有限公司5%股权。 本企业最终控制方为时沈祥与骆莲琴。

本企业最终控制方是时沈祥与骆莲琴。

其他说明：

无

2、本企业的子公司情况

本企业子公司的情况详见附注八。

3、关联交易情况

4、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

（1）应付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期末账面金额 期初账面金额

其他应付款 骆莲琴 59,772.00 59,772.00

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公司将在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加强文件审核工

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6日

浙江友邦集成吊顶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71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友邦吊顶 公告编号：2015-047

证券代码：

600850

证券简称：华东电脑 编号：临

2015-043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中止审核申请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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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公司于2015年8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2015年8月26日审核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

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8月20日停牌，原计划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完毕后复牌。 2015

年8月2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转发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关

于暂缓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收购相关资产事项的通知》。 根据该通知，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收购的相关标的公司的关联方正在接受相关部门的核查，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提出

暂缓实施本次资产收购事宜，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对相关事项形成结论性意见后，公司将依

据相关法规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后续申请。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公司已于2015年8月25日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了中止审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的申请。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

票自2015年8月26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 方大炭素 证券代码 ：

600516

公告编号：

2015

—

085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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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近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本公

司13,225万股份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710,

922,1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35%，其中已质押的股份数为64,83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7.71%。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901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2015-10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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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8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调查通知书》（稽查局调查通字152056号）。 因公司涉嫌未按规定审查、了解客户身

份等违法违规行为，中国证监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

司立案调查。

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全面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就相关事项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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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媒

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432

证券简称：吉恩镍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36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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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资产收购，可能涉及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

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

26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

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吉林吉恩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股票代码：

600006

股票简称：东风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15

———

048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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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司下属的常州分公司

于2015年8月25日收到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拨付的

汽车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人民币4000万元。

因该笔补助的相关文件尚未收到，故目前无法确定该笔补助是

否归属于当期收益。 待相关文件收到之后，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股票代码：

600965

股票简称：福成五丰 公告编号：

2015

—

042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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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福成五丰” ）于2015年8月25日接到本公司

股东李福成先生的通知，其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根据公司前期维护公司股价的举措和公司控股股东的承诺，公司股东李福成先生从2015年8月24日

至2015年8月2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再次购买本公司股票6,530,000股。 自2015年7

月28日至2015年8月25日期间累计增持公司股票7,526,770股， 平均持股价格11.211元/股， 增持成本84,

382,618.47元。 增持前李福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7,656,737股，占比2.16%，增持后李福成先生持有本公

司股份25,183,507股，占比3.08%。

二、李福成先生增持本公司股票符合《证券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

买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

关规定。

三、李福成先生承诺，本次增持的股份按照相关规定6个月内不减持。

四、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购买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448

证券简称：华纺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4

号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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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2日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9号），披露了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年8月12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由于部分募投项目

涉及到境外投资，具体方案尚需要周密研究论证；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需经过

公司实际控制人山东省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的审批，有关事项仍在

办理中。 鉴于此，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6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尽快确定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相关事宜， 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

交易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548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2015-040

债券代码：

122085

债券简称：

11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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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15年8月24日（星期一）举行了2015年半年度业

绩说明会。 为便于A股和H股投资者的参与，说明会分两场举行，第一场于10:30~11:30在深圳市

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2-4层本公司310会议室举行，公司董事长胡伟、总裁吴亚德、副总裁

廖湘文、财务总监龚涛涛、董事会秘书吴倩以及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郑峥参加了会议；第二场于

16:00~17:00在香港中环干诺道中5号文华东方酒店2楼爱丁堡厅举行，公司董事长胡伟、总裁吴

亚德、财务总监龚涛涛、董事会秘书吴倩以及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郑峥参加了会议。机构及个人投

资者、行业分析师以及媒体记者等共62人次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就公司经营表现、项目进展、未来发展策略以及分红政策等事项与管理层进

行了沟通交流。 有关详情可参阅公司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发布的《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