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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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泰 股票代码 00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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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波 陈海元

电话 0796-7088866 0533-2343868

传真 0796-7088855 0533-2343856

电子信箱 jinbo@holitech.net chenhaiyuan@holitech.net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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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757,106.81 1,254,103,739.10 4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714,442.90 83,273,237.21 1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3,082,305.15 63,576,465.67 14.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6,011,759.56 -54,558,205.61 294.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13 0.0772 18.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13 0.0772 1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6% 7.20%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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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5,741,533.89 3,210,287,014.62 2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2,665,533.50 1,820,232,533.45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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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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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开福 境内自然人 28.53%

307,679,

854

307,679,854

王宜明 境内自然人 5.64% 60,781,727 54,781,295

曾力 境内自然人 5.29% 57,095,255 57,095,255 质押 57,095,255

陈运 境内自然人 4.85% 52,337,265 52,337,265 质押 52,337,265

泰和县行健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9% 39,802,644 39,802,644

马娟娥 境内自然人 3.09% 33,305,517 33,305,517 质押 33,305,517

尹江 境内自然人 2.78%

30,000,

000

30,000,000

泰和县易泰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4% 28,430,460 28,430,460

张永明 境内自然人 2.48% 26,758,080 0

深圳市创新投

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7% 16,960,87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文开福、曾力、陈运、泰和县行健投资有限公司、马娟娥、泰和县易泰投资

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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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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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概述

报告期内， 随着公司产业链的逐步整合实现了公司由化工行业向电子行业的成功转

型，改善了公司的经营业绩。 实现了合并报表业绩的整体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6,275.7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56%；利润总额为12,

304.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2.77%；净利润为9,837.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09%；归

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9,871.4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8.54%。

在报告期内，公司智能硬件、智能穿戴产业链布局日趋完善，主营业务收入结构不断改

善，经营业绩快速增长，盈利能力不断加强。

在内生增长方面，公司紧抓智能硬件、智能穿戴的快速发展的市场机遇，公司产业链进

一步完善，积极扩大公司主要业务板块的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完善全产业链布局，积

极开拓新的销售渠道、盈利模式，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在外延发展方面，紧密围绕平台型公司的定位战略，利用资本市场的平台，积极的展开

了对公司现有资产具有互补效应的目标企业的战略并购。 报告期内，完成了收购台湾捷晖

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及设立泛泰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事宜。 公司2014年

11月份公司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再次启动了重组工作，报告期内该事宜取得重大进展，这

也是公司持续执行产业链整合战略的又一个关键步骤，将为重组后的上市公司带来协同效

应。

报告期内，公司所处的化工化肥行业受宏观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依然处于低迷徘徊状

态，报告期亏损面进一步扩大，公司除了持续实施挖潜降耗降低产品成本外，积极淘汰并处

置化工板块落后产能，主动减少亏损程度。

2015年8月5号，公司四届二十三次董事会通过了《关于出售公司两个子公司股权的议

案》，决定出售新泰联合100%的股权和联合丰元88%的股权，公司已于2015年8月5日和行

健投资、易泰投资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正在顺利推进。

(二)主营业务分析

概述

报告期内产能逐渐提升，营业收入增长。 电子板块继续延续业绩增长的趋势，实现了

利润稳步增长，化工行板块由于化工行业市场持续低迷，2015年上半年仍处于亏损状态。

报告期内产能逐渐提升，营业收入增长。 电子板块继续延续业绩增长的趋势，实现了

利润稳步增长，化工行板块由于化工行业市场持续低迷，2015年上半年仍处于亏损状态。

1、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762,757,106.81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0.56%,主要系子公

司江西合力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能逐步提升、智能穿戴触显模组等新项目量产销售收入

增长及反向收购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2、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成本1,471,312,751.9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9.83%,主要系子公

司江西合力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能逐步提升、智能穿戴触显模组等新项目量产销售收入

增长及反向收购合并范围变化，相应成本同比增长所致。

3、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28,582,754.37元，较去年同期上升55.25%，主要系子公司江

西合力泰销售额增长导致销售费用增加所致；报告期内管理费用为117,796,867.22元，较

去年同期上升55.99%，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销售额增长及江西合力泰加大投入

ON-CELL/IN-CELL模组、智能穿戴触显模组、微投影产品、电子纸模组、指纹识别模组及

裸眼3D模组等项目的研发费用所致；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30,778,252.81元，较去年同期

上升111.25%，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短期借款增加相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4、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合计39,419,809.85元,较去年同期上升39.43%，主要系子公司

江西合力泰销售额增长及江西合力泰加大投入ON-CELL/IN-CELL模组、智能穿戴触显

模组、微投影产品、电子纸模组、指纹识别模组及裸眼3D模组等项目的研发费用所致。

5、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为106,011,759.56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94.31%，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按期回收上一年度经营性应收账款及预付材料款较上

年减少所致。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62,757,106.81 1,254,103,739.10 40.56%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能

逐步提升、智能穿戴触显模组等新项目量产销售

收入增长及反向收购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营业成本 1,471,312,751.92 1,052,247,976.81 39.83%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能

逐步提升、智能穿戴触显模组等新项目量产销售

收入增长及反向收购合并范围变化，相应成本同

比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28,582,754.37 18,410,828.68 55.25%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销售额增长导致销售费

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17,796,867.22 75,513,996.45 55.99%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销售额增长及江西合力

泰加大投入ON-CELL/IN-CELL模组、智能穿戴

触显模组、微投影产品、电子纸模组、指纹识别模

组及裸眼3D模组等项目的研发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30,778,252.81 14,569,411.71 111.25%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短期借款增加相应利息

支出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4,674,609.83 16,926,783.53 45.7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增加相应所得税增

加所致。

研发投入 39,419,809.85 28,271,743.75 39.43%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销售额增长及江西合力

泰加大投入ON-CELL/IN-CELL模组、智能穿戴

触显模组、微投影产品、电子纸模组、指纹识别模

组及裸眼3D模组等项目的研发费用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6,011,759.56 -54,558,205.61 294.31%

主要系子公司江西合力泰按期回收上一年度经营

性应收账款及预付材料款较上年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05,203,657.53 79,639,102.19 -357.67%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江西合力泰进一步投入机

器设备建设新项目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2,764,918.42 354,854,931.22 -62.59%

主要系上年同期定向增发增加募集资金2.7亿元所

得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33,498,057.23 380,014,654.94 -91.19%

主要系上年同期定向增发增加募集资金2.7亿元，

该募集资金暂未使用完毕及经营性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增长所致。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未来发展与

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没有披露未来发展

与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的情况。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披露计划本年度1-6月盈利8500万-11000万元,本报告期实际

盈利9837.17万元,在预测范围内。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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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类产品 307,832,536.50 250,968,313.86 18.47% -3.82% -3.01% -0.68%

触控类产品 974,989,824.79 766,370,820.56 21.40% 67.42% 68.43% -0.47%

无机化学产品

业

454,799,411.05 433,266,066.30 4.73% 47.19% 43.96% 2.13%

化学肥料制造

业

14,467,201.50 16,087,344.86 -11.20% 42.90% 23.97% 16.98%

运输业 1,582,294.96 1,432,169.30 9.49% 30.67% 11.23% 15.82%

燃油销售 1,396,524.43 1,132,518.79 18.90% -37.95% -41.96% 5.60%

合计 1,755,067,793.23 1,469,257,233.67 16.28% 43.27% 42.52% 0.44%

分产品

液晶显示类 307,832,536.50 250,968,313.86 18.47% -3.82% -3.01% -0.68%

RTP-电阻式

触摸屏

76,992,070.60 54,891,290.89 28.71% -5.45% -5.47% 0.02%

CTP-电容式

触摸屏

428,415,831.27 332,086,906.76 22.48% 50.07% 50.46% -0.20%

无缝贴合触显

一体化模组项

目

393,016,457.45 324,429,577.56 17.45% 82.39% 84.11% -0.77%

硝酸 101,649,341.17 101,240,746.81 0.40% 44.66% 58.24% -8.54%

硝酸铵 79,973,692.03 81,004,737.49 -1.29% 30.11% 25.03% 4.11%

三聚氰胺 126,525,516.20 111,352,979.78 11.99% 24.83% 22.25% 1.86%

苯酐 108,479,079.58 100,344,309.84 7.50% 100.99% 77.20% 12.42%

其他 55,617,802.96 57,975,325.33 -4.24% 56.57% 42.45% 10.33%

智能穿戴 51,359,214.05 35,114,726.12 31.63%

cover�lens 25,206,251.42 19,848,319.23 21.26%

合计 1,755,067,793.23 1,469,257,233.67 16.28% 43.27% 42.52% 0.44%

分地区

华北地区 108,168,614.70 97,169,201.73 10.17% 37.12% 35.11% 1.34%

华东地区 410,734,148.73 379,866,972.13 7.52% 51.56% 48.61% 1.84%

华南地区 911,177,027.09 722,942,154.84 20.66% 77.44% 76.80% 0.29%

华中地区 15,792,961.37 12,426,345.51 21.32% 398.93% 392.73% 0.99%

西北地区 217,863.25 172,800.42 20.68% -39.26% -39.21% -0.07%

西南地区 6,277,827.67 4,999,321.90 20.37% -66.89% -64.66% -5.04%

东北地区 16,758,632.50 17,482,860.49 -4.32% -40.24% -41.37% 2.02%

国外销售 255,082,534.71 205,096,211.35 19.60% -20.01% -18.04% -1.92%

其他 30,858,183.21 29,101,365.30 5.69% 176.90% 150.60% 9.89%

合计 1,755,067,793.23 1,469,257,233.66 16.28% 43.27% 42.52% 0.44%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具体内容请参照《2014年度报告全文》

第四节董事会报告之核心竞争力分析。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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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增加的子公司

（1）捷晖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7月25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合力泰” ）拟收购捷晖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捷晖光学”或“目标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并授权江西合力泰与捷晖光学签订《关于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购买捷晖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框架协议》” ）。

至2015年2月2日，江西合力泰共支付银行存款75,313,138.70元用以购买捷晖光学股

权，2015年1月23日， 捷晖光学完成股权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

司。

（2）泛泰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14年11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西合力泰科技有限公司与张瑶合资设立新公司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合力泰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合力泰” ）与张瑶共同投资设立泛泰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泛泰思” ），经营业务方向为智能硬件互联网孵化平台。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200�万元，江西合力泰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 552�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102�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51%，450�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金； 张瑶货币资金出资额为 98� 万， 认缴注册资本

98�万元，占注册资本的49%。

2015年3月24日，公司收到泛泰思的书面通知，公司本次参股泛泰思相关的工商、税务

等注册手续已于近日在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办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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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文开福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5-088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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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四届二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8

月25日下午14：00在云南省大理市双廊金银湾度假酒店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8月15日以通讯的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文开福先生主持，会议采取举手表决

方式进行了表决。 会议应到董事9名，现场实到董事9名，3名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供投资者查阅。

二、《关于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5-089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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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8

月25日下午15:00�在云南省大理市双廊镇金银湾度假酒店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3名，实

到3名监事。 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王崇德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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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将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经认真审核，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5-090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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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五 股票代码 00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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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静 高冬冬

电话 021-64689626 021-64689626

传真 021-64689489 021-64689489

电子信箱 zhengquan�AT�hyron�DOT�com zhengquan�AT�hyron�DOT�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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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77,096,277.56 219,865,639.73 20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998,526.22 25,791,701.68 609.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0,550,242.33 25,374,182.90 61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377,260.14 29,787,598.77 367.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99 0.091 130.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99 0.091 130.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3% 5.64% 减少1.21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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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5,120,714.69 4,289,135,424.71 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07,428,500.44 4,060,814,672.55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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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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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46% 143,513,923 143,513,923

曲水信佳科技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59% 135,862,297 135,862,297 质押 135,862,297

庞升东 境内自然人 10.67% 93,052,137 93,052,137 质押 72,925,000

张淑霞 境内自然人 8.14% 70,939,987 70,939,987 质押 4,000,000

秦海丽 境内自然人 7.06% 61,579,950 61,579,950 质押 4,500,000

包叔平 境内自然人 5.98% 52,087,935 10,725,000

吉隆瑞科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1% 41,948,435 41,948,435 质押 14,480,000

孙毅 境内自然人 2.79% 24,279,742 24,279,742

上海古德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10,264,817 10,264,817

上海瑞度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自然人 1.07% 9,368,003 9,368,0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包叔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曲水信佳科技有限公

司为包叔平先生控制的企业（包叔平先生持有51%的股份），上海古德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为包叔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此外，孙毅（浙富控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承诺：“不会通过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海隆软件股份

对应的股东权益谋求海隆软件实际控制人地位。 ” 庞升东（上海瑞度投资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淑霞（吉隆瑞科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

秦海丽承诺：“不会基于其所持有的海隆软件股份与除包叔平外的其他股东

谋求一致行动人关系。 ”报告期内，以上承诺均得到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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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的情况。

2、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为公司董事长包叔平先生。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和新业态正在广泛地

为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创造新活力的大环境下，公司以 “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一流综合服务

商”这一战略目标为指引，根据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在加大现有的

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业务发展力度的基础上，特别积极布局及进军互联网金融

领域，为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打好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在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盈利水平创历史同期新

高，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成果。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7,709.6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07.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299.8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09.52%。 在国

家大力支持互联网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及行业蓬勃发展的市场环境下，预计公司全年

业务规模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

公司于2014年9月顺利完成对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龙头企业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的收购后，从软件行业进一步进入互联网行业，实现多元化经营战略，由单一的软

件外包服务企业转变为基于互联网平台集信息服务和软件外包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商。

基于公司软件外包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两大业务领域在人才、技术、产品、资本方面的有

效协同，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15年，公司成立了以互联网金融为主业的全资子公司上海

二三四五海隆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并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43亿元进

军互联网金融领域，旨在充分发挥公司在长期从事金融行业软件外包服务中积累的技术、

人才等优势以及子公司二三四五网络科技在用户、渠道、互联网平台运营等方面的优势。

展望未来，公司业务将更加多元化，形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金融服务、软件外包服务

三大业务体系，各大业务之间将紧密合作，协同发展。

同时，为进一步体现公司的战略布局，突出公司的集团化经营管理模式，并考虑到用户

流量对于公司进军互联网金融领域和拓展移动互联网业务的重大意义，以及二三四五网络

科技在互联网领域长期积累的品牌优势，为了更加有利于公司互联网金融和移动互联网产

品的推广，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于2015年3月13日披露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

简称的公告》，将名称由“上海海隆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由“海隆软件”变更为“二三四五” 。

未来，公司将立足于现有的超过4,200万用户的、规模巨大的互联网上网入口平台，除

继续加大现有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外包服务业务发展力度外，公司还将持续布局互联

网金融服务业务，力争将互联网金融服务业务作为公司新的战略增长点；公司将继续深化

“二三四五” 及“海隆” 的双品牌发展战略，在为更广大的客户群体提供更优质服务的同

时，致力于“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一流综合服务商” 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公司价值，更好地回

报上市公司全体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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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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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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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4日，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海隆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进入

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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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195

股票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2015-064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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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于2015年8月24日在上海宜山路700号普天信息产业园2号楼12楼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6月3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

实际出席董事8人，其中董事庞升东先生因公出差未到现场，授权委托董事长包叔平先生投

票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包叔平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全体出席董事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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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

《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参见同日公告的《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

相关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静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

邱俊祺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 详情请参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

事会秘书的公告》全文，相关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财务负责人董樑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

代小虎先生担任财务负责人。 详情请参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财

务负责人的公告》全文，相关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代小虎先生、邱俊祺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详情请参见同日公

告的《关于聘任副总经理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公告》全文，相关独立董事独立意见详见巨潮

资讯网。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审议通过聘任王开武先生担任内部审计部负责人。 详情请参见同日公告的《关

于聘任副总经理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公告》全文。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参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全文。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195

股票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2015-065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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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于2015年8月24日下午在上海市宜山路700号普天信息产业园2号楼12楼会议室召开，

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监事3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监事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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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报告期内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设立专户，其资金存储、使用、管理等事项都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且按规定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195

股票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2015-067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

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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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8月

24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静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李静女士因个人原因拟辞

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公司董事会收到并同意其辞职申请。李静女士辞去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后，将不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董事会对李静女士任职期间勤

勉尽责地工作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董事长包叔平先生的提

名， 公司薪酬·提名与考核委员会认真审核了补选公司董事会秘书候选人的有关资料和工

作情况，认为邱俊祺先生符合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

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

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邱俊祺先生已于2014年7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资

格，其任职资格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邱俊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自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本次会议聘任的董事会秘书邱俊祺先生的简历和相关资料，我们认为邱

俊祺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和技能及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亦符

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决的情况；公司董事会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邱俊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邱俊祺先生的简历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附件：邱俊祺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

1、简历

邱俊祺先生，中国国籍，1980年生，大学学历，中级经济师。 2003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软件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获得学士学位，同时获得管理学院金融学专业第二学

科学士学位。 2003年7月起就职于上海交大欧姆龙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上海海隆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工作至今。 历任程序员、

高级程序员、项目经理、总经理秘书，现任公司投资管理部经理。 邱俊祺先生已于2014年7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资格。

截至目前，邱俊祺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2、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64689626 传真：021-64689489

电子邮箱：zhengquan@hyron.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宜山路700号普天信息产业园2号楼12楼

邮政编码：200233

证券代码：

002195

股票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2015-068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

财务负责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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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08月

24日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董樑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董樑先生因个人原因拟辞去公司财务

负责人的职务。 董樑先生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后，将继续担任全资子公司上海海隆软

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职务。 董事会对董樑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地工作及对

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公司总经理陈于冰先生的

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真审核了代小虎先生的学历、职称、工作经历、

任职情况等有关资料，认为代小虎先生长期从事财务工作，熟识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工作

勤恳认真，具备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专业知识以及决策、协调和执行能力。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代小虎先生为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任期自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

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本次会议聘任的财务负责人代小虎先生的简历和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代

小虎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和技能及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亦符

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决的情况；公司董事会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代小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

代小虎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附件：代小虎先生简历

代小虎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生，大学学历，注册会计师。 2001年毕业于江西财经大

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经理、海外财务部东

欧拓展处财务总监、 中兴通讯子公司西安中兴精诚通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2014年1月起，任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信息披露日，代小虎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证券代码：

002195

股票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2015-069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任副总经理

及其他工作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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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8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及《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八、关于聘任副总经理事宜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公司总经理陈于冰先生

的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真审核了副总经理候选人代小虎先生、邱俊

祺先生的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任职情况等有关资料，认为代小虎先生、邱俊祺先生在公司

任职多年，熟识公司业务及经营状况，工作勤恳认真，具备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专业知识以

及决策、协调和执行能力。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代小虎先生、邱俊祺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本次会议聘任的副总经理代小虎先生、 邱俊祺先生的简历和相关资料，

我们认为代小虎先生、邱俊祺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知识和技能及工作经历均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的职责要求，亦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决的情况；公司董事会聘任程

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聘任代小虎先生、

邱俊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九、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负责人事宜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认真审核了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候选人的有关资

料和工作情况，认为王开武先生符合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审议通过同意聘任王开武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

人。

代小虎先生的简历，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财务负责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068）；

邱俊祺先生的简历，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067）；

王开武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附件：

代小虎先生简历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公司财务负责人辞职及聘任财务负责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8）

邱俊祺先生简历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7）

王开武先生简历

王开武先生，中国国籍，1984年生，硕士学历，注册会计师。 200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社

会学系，获得学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管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 曾就职

于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审计部、管理咨询部，历任审计助理、

审计员、高级咨询顾问、咨询经理。 2015年加入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任内控稽

核经理。

截至信息披露日，王开武先生不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包叔平先生、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证券代码：

002195

股票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2015-070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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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8月

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因业务发展的需要，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申请人

民币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品种包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和国内延

期信用证。董事会授权总经理陈于冰先生办理本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相关的全部手

续，包括但不限于与银行进行具体洽谈、签署相关协议等。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195

股票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2015-071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终止对外合作

意向洽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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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0日披

露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小沃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58），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8月24日，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海隆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二三四五海隆金融” ）的报告，小沃科技有限公司管理层未予通过双方合作事宜，

因此二三四五海隆金融决定终止本次合作意向的洽谈。

上述合作意向洽谈的终止不会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也未产生

任何债权债务，因此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利润产生不利影响，未损害上市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将继续致力于将公司打造成为“基于互联网平台的一流综合服务商” 这一更高

层次战略目标，继续立足于现有的超过4,200万用户的“二三四五” 互联网上网入口平台，

加大现有的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服务业务发展力度，积极探索与布局互联网金融服务业

务，在为更广大的客户群体提供更优质服务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品牌与商业价值，更

好地回报上市公司全体股东。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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