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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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利斯 股票代码 00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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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松 王松

电话 0536-6339032 0536-6339032

传真 0536-6339137 0536-6339137

电子信箱 Wssc007@126.com Wssc00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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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783,330,

725.38

875,331,

649.72

875,331,

649.72

-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566,

066.47

30,850,

798.70

29,775,

100.00

-1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499,

611.29

28,918,

297.11

27,842,

598.41

-12.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8,641,

798.66

1,104,992.10 1,104,992.10 5,206.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 0.061 0.059 -16.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 0.058 0.055 -10.9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2.32% 2.24% -0.3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609,447,

769.30

1,632,848,

716.10

1,632,848,

716.10

-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09,031,

350.16

1,299,525,

283.69

1,299,525,

283.69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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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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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城同

路人投

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68% 259,440,000

64,860,

000

庞海控

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0.97% 105,280,000 0

谢征昊 境内自然人 0.45% 2,257,355 0

于丽霞 境内自然人 0.31% 1,537,931 0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有

限公

司－建

信核心

精选股

票型证

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7% 1,376,938 0

岳燕蔚 境内自然人 0.25% 1,255,700 0

云南国

际信托

有限公

司－汇

宝金327

号单一

资金信

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1,221,500 0

山东省

国际信

托有限

公司－

兴投2号

证券投

资集合

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892,242 0

陈居森 境内自然人 0.15% 760,000 0

徐晟 境内自然人 0.15% 747,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郑和平先生持有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90.28%、庞海

控股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两公司属同一控制人控制。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谢征昊通过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2,257,3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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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市场持续低迷，许多企业都面临

着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 公司管理团队实现顺利交接，为公司未来发展注入

新的动力，陆续出台了一些列措施，调整发展思路、改革人事制度、加强内部管

理，取得良好效果。 公司上半年努力控制成本、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积极开拓

市场，保证生产经营稳步推进。

2015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78,333.07万元，同比下降10.51%；实现营

业利润2,892.83万元，同比下降14.5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2,456.61

万元，同比下降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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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5-034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25日上午9：00，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8月15日以电话、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高

管人员。会议采取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

际出席董事7人。 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思敏女士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经过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8月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5-035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25日下午14：00，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8月10日以电话、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 会议采

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公司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郑乾坤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过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8月26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程序合法有效，

内容公允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上半年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 报告所披

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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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新矿业 股票代码 000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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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为民 方燕

电话 023-63067270 023-63067268

传真 023-63067268 023-63067268

电子信箱 944198308@qq.com fangyan0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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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873,740.91 355,330,807.66 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5,030,697.81 93,519,002.95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5,643,701.97 93,569,031.60 2.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62,503,448.77 -19,184,863.54 947.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6 0.0822 1.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6 0.0822 1.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8 9.19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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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994,585.18 1,642,632,950.05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06,890,186.05 1,206,108,678.56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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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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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建新实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0.99% 466,139,241

466,139,

241

质押

444,000,

000

临时保管

20,000,

000

司法冻结

72,000,

000

北京赛德万

方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51% 301,508,345

301,508,

345

质押

190,958,

345

北京智尚劢

合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47% 73,538,620

73,538,

620

质押

66,180,

000

上海和贝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77% 20,109,979 14,324 质押 2,095,655

重庆市涪陵

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88% 10,000,000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

周期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0% 2,300,000

财达证券－

平安银行－

财达股票分

级3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20% 2,288,056

段丰伟 境内自然人 0.20% 2,238,500

云南国际信

托有限公

司－汇赢通

18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0.18% 2,075,158

叶仁贵 境内自然人 0.18% 2,000,9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中段丰伟信用帐户持股数量为2,238,500股，陈维焕信用帐

户持股数量为1,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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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初制定计划认真开展工作，累计开采铅锌矿70.16万吨，铜矿石10.81万吨，生

产硫酸45,117吨，生产次铁精粉41,903吨，生产硫铁精粉3,420吨，生产铅精矿4,953.48金属吨，生产

锌精矿27,267.82金属吨，生产铜精矿1,006.66金属吨，生产硫精矿126,574.92金属吨。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综合贸易，购进有色金属产品6,001.66吨，购进额44,418,185.14元，占营业成

本总额的19.02%，销售有色金属产品5,304.40吨，销售总额44,563,377.79�元，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11.12%。

报告期，公司的主营业务产品产销情况明细详见下表：（单位：吨）

1、有色金属采选

项目 期初库存量 生产量 销售量 期末库存量

铅精矿 32.695 4,953.480 4,997.280 -11.105

锌精矿 134.083 27,267.820 27,269.954 131.949

铜精矿 1.835 1,006.660 954.071 54.424

硫精矿 938.050 126,574.920 123,290.030 4,222.940

合计 1,106.663 159,802.880 156,511.335 4,398.208

2、硫酸及其附属

项目 期初库存量 生产量 销售量 期末库存量

硫酸 514.84 45,117.00 45,444.12 187.72

次铁精粉 1,048.50 41,903.00 35,553.43 7,398.07

硫铁粉 3,420.00 3,260.95 159.05

合计 1,563.34 90,440.00 84,258.50 7,744.84

3、有色金属及贸易

项目 期初库存量 购进量 销售量 期末库存量

国内贸易 2,301.45 2,301.46

国际贸易 3,700.21 3,002.95 697.26

合计 6,001.66 5,304.40 6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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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亮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88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

2015-041

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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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

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15年0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9

名，实到会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刘建民先生召集。 本次会议通知、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2015年半年报报告全文》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申请办理银行授信业务的议案》

根据开展进出口业务需要，公司拟以凤阳县金鹏矿业有限公司的矿权和股权作为担保，向中国进

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申请办理银行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不超过3000万美元，额度有效期一年，用于有色金

属和有色金属矿产品的国际贸易。 授信产品包括开立进口、转口远期信用证和进口押汇等业务。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88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

2015-042

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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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已于201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会

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洁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并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

的相关情况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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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反映公司2015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201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688

证券简称：建新矿业 公告编号：

2015-044

号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

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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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甘肃建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建新集团” ）关于持有的本公司股权被司法冻结的通知：

一、建行深圳分行司法冻结建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事项

1、对深圳市冠欣投资有限公司人民币7462万元贷款提供担保事项的冻结情况

因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深圳分行” )诉深圳市冠欣投资有限公司、建新集团、

冠欣经贸、港瑞投资、梅伟、梅平、王华、乌兰察布市白乃市庙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冠欣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5深中法商初字第184-1号】文书，冻结

建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5,700,000股股权，冻结期限自2015年8月12日至2018年7月20日，冻结原因：

司法冻结。

2、对深圳市冠欣投资有限公司提供1亿元贷款担保事项的冻结情况

因建行深圳分行诉深圳市冠欣投资有限公司、建新集团、梅伟、梅平、王华、乌兰察布市白乃市庙铜

业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冠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2015深中法商初字第185-1号】 文书， 冻结建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7,700,000股股权， 冻结期限自

2015年8月12日至2018年7月20日，冻结原因：司法冻结。

上述建行深圳分行本次累计冻结建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13,400,000股股权，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1.18%。

二、广发银行深圳分行司法冻结建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股权事项

因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诉深圳市冠欣投资有限公司、建新集

团、梅伟、梅平、王华、乌兰察布市白乃市庙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冠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冠欣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查封、扣押、冻结财产通

知书》【(2015)深中法商初字第127号】，冻结建新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2,000,000股股票(该冻结公告

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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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现法院追加冻结建新集团持有的公司4,000,000股股权(占公司总股份的0.35%)，冻

结期限自2015年7月21日至2018年7月20日，冻结原因：司法冻结。 截至本公告日，广发银行深圳分行累

计冻结建新集团持有的公司6,000,000股股权，占本公司总股份的0.53%。

建新集团本次被上述两家银行司法冻结的股份数为17,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1.53%。

目前，建新集团正就上述借款担保事项与相关各方进行沟通，争取达成和解，妥善解决此事。 公司

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督促控股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日，建新集团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计466,139,241股，占本公司总股份

的40.99%，其中：质押股份数为444,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39.04%；司法冻结股份数89,400,

00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7.86%；股改临时保管股份20,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份1.76%。

特此公告。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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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煌钢构 股票代码 00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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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伊凡 程敬业

电话 0551-88562919 0551-88562919

传真 0551-88561316 0551-88561316

电子信箱 zhouyifan@fuhuang.com chengjy@fuhu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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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714,821.37 900,989,444.34 -2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958,755.24 21,070,448.43 -2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5,563,966.73 20,505,788.09 -2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91,983,810.28 -57,344,334.35 -237.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39.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3 -39.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4.07%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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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0,563,276.79 3,048,662,692.68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36,851,568.50 533,226,553.11 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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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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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

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52.74%

64,000,

000

64,000,000 冻结

4,184,

817

华芳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94%

6,000,

000

6,000,000

北京德泰

恒润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2%

5,000,

000

5,000,000

安徽省皖

润新能源

开发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0%

4,000,

000

4,000,000

于渭明

境内自然

人

2.97%

3,600,

000

3,600,000

胡开民

境内自然

人

2.64%

3,200,

000

3,200,000

孙子根

境内自然

人

2.64%

3,200,

000

3,200,000

安徽江淮

电缆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24%

1,500,

000

1,500,000 冻结

1,500,

000

华泰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

账户

其他 0.40% 487,867 0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

账户

其他 0.33% 401,61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

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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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主动对接经济新常态，以项目管理为抓手，借助公司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挂牌上市的契机，转变思想，加快业务转型升级，大力实施“以德国制造为标杆，迎接高

质量管理时代” 的管理理念，继续推进“战略性客户+大客户” 的营销战略，扩大品牌影响

力，大力拓展以国内重点基础设施为主的钢结构高端市场，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构筑覆盖全

国主要省区市的钢结构营销网络，经过管理层的不懈努力，公司总体经营情况保持了稳定、

健康的发展。

1、在市场上开拓上：公司深入推进“战略性客户+大客户” 的营销战略，继续加强与国

内信誉资产良好的大型工业企业的合作，加强与国内大型建筑企业、桥梁企业、锅炉企业、

外经企业的战略合作， 大力拓展以国内重点基础设施为主的钢结构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

确保公司稳定发展。 同时，公司不断拓宽销售渠道，构筑覆盖全国主要省区市的钢结构营销

网络，重点巩固与发展安徽、江苏、上海、北京、江西、湖北、东北、西北等地区市场，积极培育

华南、新疆、内蒙古市场。报告期内，公司新签订的工程合同总价款为72,764万元，截至2015

年6月30日， 公司在建的工程项目合同总额为291,796.30万元， 其中已经确认收入198,

863.66万元（含税），尚余未完成工程量92,932.65万元。

2、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上：2015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通过整合资

源，优化技术创新团队建设，完善研发体系建设，强化自主研发能力，充分发挥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源优势，解决生产经营中技术问题，提高经济效益。 报告期

内，公司研发费用为2528.87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3.60%，截止2015年6月末，公司取得了

140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其中，已取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122项，外

观设计专利16项）。

3、在公司治理和内部管理上，2015年2月17日，公司借助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契

机，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以规范运作为目标，进一步完善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和健全公司内控体系；继续加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相关人员的法律、法规、政策学习，增强规范运作意识；充分发挥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

独立董事的作用，为董事会决策提供服务；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完善和提升公司的信息披

露管理工作；公司以“经济效益” 为中心，稳步推进“定岗定编” 工作，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不断完善各项成本定额，加大考核力度，大力提高材料利用率，严格控制生产成本，综合整

合资源，深化建设效益型企业。

4、品牌建设方面，2015年公司继续加强品牌建设，一方面通过对一批标志性国家级重

点工程的精心打造，以质量和诚信赢得市场的认可，获得社会赞誉，公司上半年有2项工程

获得中国建筑钢结构金奖（国家优质工程）；同时公司获得了中国钢结构行业（5A）诚信企

业荣誉称号；另一方面，公司总结多年的行业技术积累，通过牵头制定行业有关标准等增强

品牌影响力：2015年由富煌钢构主持编订的《钢结构产品标志、包装、贮藏、运输及质量证

明书》通过行业专家评审，此项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2014年以来，公司成功申报了七项省

级工法，涉足锅炉刚架、高层建筑、大跨度空间结构等施工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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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714,821.37 900,989,444.34 -22.12%

营业成本 586,903,629.44 775,264,830.48 -24.30%

销售费用 10,268,735.71 12,485,664.52 -17.76%

管理费用 27,524,591.43 31,136,289.83 -11.60%

财务费用 44,937,338.12 40,060,107.91 12.17%

所得税费用 3,567,952.73 3,174,011.39 12.41%

研发投入 25,288,707.84 23,939,709.70 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1,983,810.28 -57,344,334.35 -237.78%

报告期内，应收账

款回笼速度有所

放缓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7,675.32 -83,538,003.33 100.02%

报告期内无重大

投资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36,547,124.06 37,655,904.41 262.62%

报告期内发行新

股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5,419,010.90 -103,225,659.15 -46.31%

报告期内发行新

股

2015年1-6月份，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70,171.48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22.12%，营业

成本58,690.36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4.30%，净利润1,624.34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23.84%。 收入和利润略有下降的主要原因为由于受到国内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公司

主要原材料钢材价格下跌较多，公司产品销售单价下滑较大，在产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营

业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降。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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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属制品业

690,097,

108.62

575,813,

664.25

16.56% -23.39% -25.72% 18.82%

其他行业 11,617,712.75 11,089,965.19 4.54% 5,342.76% 36,623.81% -94.71%

分产品

重钢结构业务

379,327,

028.22

310,572,

938.96

18.13% -7.28% -10.49% 19.34%

轻钢结构业务

180,922,

870.45

150,806,

983.14

16.65% -25.54% -27.94% 19.99%

钢结构土建业

务

39,613,031.23 33,159,004.80 16.29% -76.67% -77.56% 25.50%

门窗系列 85,995,989.34 77,586,325.85 9.78% 13.23% 12.99% 2.05%

其他业务 4,238,189.38 3,688,411.50 12.97% 45.82% 45.43% 1.84%

分地区

1,华北地区:北

京,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5�

个省,区,市)

22,815,300.07 17,967,490.90 21.25% -14.96% 10.82% -102.93%

2,东北地区:辽

宁,吉林,黑龙

江,大连(4�个

省,市)

78,371,503.26 61,430,876.33 21.62% -22.79% -48.09% 120.63%

3,华东地区:上

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江

西,山东,宁波,

厦门,青岛(10�

个省,市)

325,201,

842.80

283,179,

144.74

12.92% -26.89% -23.39% -33.51%

4,中南地区:河

南,湖北,湖南,

广东,广西,海

南,深圳(7�个

省,区,市)

159,288,

421.85

132,400,

968.22

16.88% -10.44% -13.61% 22.04%

5,西南地区:重

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5�个

省,区,市)

88,478,650.93 71,439,571.66 19.26% -25.24% -33.55% 110.29%

6,西北地区:陕

西,甘肃,青海,

宁厦,新疆(5�个

省,区)

27,559,102.46 20,485,577.59 25.67% -12.93% -17.21% 17.63%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我国钢结构行业中能够承建各类建筑钢结构、桥梁

钢结构、电厂钢结构设计、制造与安装的骨干企业，系我国钢结构行业中具有品牌优势的生

产、科研、创新基地，在重钢结构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加工制造能力强，施工经验丰

富，享有良好的品牌声誉。 公司上市以后，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品牌影响力进一步扩

大，公司的竞争优势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营销体系优势

公司建立了覆盖钢结构主要消费区域的销售网络。 公司营销系统以分子公司、办事处

为主体，并在国内主要钢结构消费区域设立了20多个营销机构。 公司通过这些营销机构与

客户开展业务，公司总部对各营销机构实施指导和监控。 另外，公司通过北京富煌积极开拓

钢结构的国际市场。 目前，公司已通过欧标EN1090认证和欧标DIN18800-7� E级认证，确

认公司已经具备了按照欧洲标准加工生产钢结构的能力，这标志着公司的产品已取得了进

入欧洲市场的通行证，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2）品牌和质量优势

在钢结构行业领域打造值得信赖的品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先进的技术、优良的质量

和丰富的施工管理经验等因素缺一不可，尤其是大型工程对品质的要求极高，而高质量的

工程施工业绩是公司保持行业内优良信誉、持续发展的根本。本公司始终坚持“设计精品建

筑、生产合格产品、建造优良工程” 的质量方针，把“让顾客满意” 作为对顾客的最高承诺，

不断通过质量、诚信和服务来打造自己的品牌。 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和孜孜追求，公司的品

牌优势和质量优势已发挥作用。 目前，公司拥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钢结构

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钢结构制造企业特级资质、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设计资质、

钢结构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建筑金属屋（墙）面设计与施工特级资质，公司系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高新技术企业，“富煌” 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安徽省著名商标” ，

有二十四项钢结构工程获得钢结构行业的最高荣誉———“中国建筑钢结构金奖（国家优质

工程）” ，其所承建或者参建的工程获得“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中国

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报告期内承接的佛山市公共文化综合体之坊塔项目12-33.6米钢结构

制作拼装工程、东莞国际金融大厦项目钢结构制作及现场拼装分包工程等重大钢结构工程

展示了公司的综合实力，为公司的市场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技术领先优势

钢结构属于高新技术领域，其技术含量较高。 为此，公司建立了技术研发中心、焊接研发培

训中心、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计算机网络管理系统，能够快捷高质量地为客户提供设计、

制造与安装一体化服务，使企业的技术水平处于较高地位。 技术的支撑的根本在于人才，报

告期内，公司采用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方式，使技术队伍不断充实，技术力量逐步提升。 公

司现有专职从事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12人，高级工程师以上职称的技术专家有21名，国家

一级注册建筑师3名、一级注册结构师5名、建造师65名，国际焊接工程师1人，国际焊接技师

1人，15名焊工获得由美国AWS焊接协会认证的焊工证书。 另外，公司与同济大学、合肥工

业大学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产学研” 和技术合作关系，与同济大学合作成

立了“上海同济富煌多高层建筑钢结构技术研究中心” 。

近年来，通过不断的研发，公司形成了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取得了一大批自主创新成

果。 目前公司取得了140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其中，已取得发明专利2项，实用

新型专利122项，外观设计专利16项），共实施成果攻关和转化项目40多项。 目前本公司拥

有“超临界锅炉超大构件钢结构制作技术研究” 、“异形弯扭构件柔性制作技术研究” 、“复

杂与超高层钢结构建筑综合施工技术研究”等二十多项核心技术。 公司还参与了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和行业标准 《端板式半刚性连接钢结构技术规程》

CECS260:2009、《钢管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DB34/T1262-2010的修订工作， 主编了地

方标准《钢结构建筑围护技术规程》DB34/T1660-2012。 2014年以来，公司成功申报了七

项省级工法，涉足锅炉刚架、高层建筑、大跨度空间结构等施工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 2015年由富煌钢构主持编订的《钢结构产品标志、包装、贮藏、运输及质量证明书》通过

行业专家评审，此项标准填补了行业空白；这些研发成果已在公司的钢结构设计、制造、安

装过程中得到广泛使用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降低了生产成本，也

提升了项目承接能力、市场影响力、客户的认可度，保证了公司在钢结构行业持续的技术优

势和竞争优势。

（ 4）一体化经营优势

国际上钢结构优势企业主要采用“设计、制造与安装”一体化经营的业务模式。 目前国

内众多钢结构企业受技术能力方面的制约，多采用构件加工与安装的经营模式，而广大中

小企业更是仅以构件加工为主，盈利能力无法与行业内领先企业相比。 本公司在钢结构领

域的设计、制造、安装水准较高，拥有先进的制造加工和检测设备，同时拥有实力较强的钢

结构安装队伍。 基于强大的技术支持、优秀的制造水平和丰富的施工经验，本公司在多年发

展中逐步形成了集专业化设计、工厂化制造、标准化安装于一体的完善的一体化综合运营

优势。 这一完善的一体化经营模式，为公司提供了较大的利润空间，使得公司盈利水平相对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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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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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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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

年8月25日在公司407会议室召开。 会议的通知及议案已经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等方

式告知各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到董事10人。 会议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杨俊斌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

事项：

1、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安徽富煌钢

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内容详见于2015年8月26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3、通过了《<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 内容详见于2015年8月

26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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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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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8

月25日下午在公司407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的通知及议案已经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

方式告知各位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张永豹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1、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安徽富煌钢

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证券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作为公司监事会成员，我们对公司 2015�年半年度

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形成如下书面审核意见：（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全面地

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能够严格按照财务制度规范运作，公允、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

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内容详见于2015年8月26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3、通过了《<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 内容详见于2015年8月

26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6日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建新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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