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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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矿机 股票代码 00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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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泽钢 张丽丽

电话 0536-6295539 0536-6295539

传真 0536-6295539 0536-6295539

电子信箱 sdkj002526@163.com sdkj002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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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132,019.01 774,809,524.34 -3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954,632.07 17,123,518.32 -3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304,997.61 16,826,679.49 -6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9,879,800.98 -36,274,980.74 -513.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4 0.0321 -3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24 0.0321 -30.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8% 0.93%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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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6,793,861.73 3,770,437,444.93 -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64,772,585.61 1,950,755,844.10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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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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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笃学

境内自然

人

23.97%

127,996,

686

质押

34,000,

000

张义贞

境内自然

人

2.86%

15,297,

690

杨成三

境内自然

人

0.88%

4,690,

526

王子刚

境内自然

人

0.80%

4,280,

696

赖颖雄

境内自然

人

0.66%

3,547,

300

吉峰

境内自然

人

0.54%

2,910,

027

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

公司－外

贸信托·安

盈价值优

选28号证

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0%

2,142,

300

成都中核

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5%

1,874,

401

王跃江

境内自然

人

0.32%

1,731,

035

赵笃生

境内自然

人

0.32%

1,7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赵笃学和赵笃生为兄弟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赖颖雄通过信用账户持有3,547,300股；成都中核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36,100股，通过信用账户持有638,

301股；股东陈丽群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38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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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公司建厂60周年，当下正面临煤炭行业需求持续低迷的困境，煤炭

市场价格持续下跌，利润减少，煤矿企业经营困难，在此严峻的行业形势下，公

司占主营业务收入的煤机产品销售压力不减：进，面临的是竞争惨烈利润难

顾、应收账款高企后续坏账风险大，退，面临的是市场萎缩收入下滑、行业地位

可持续性担忧的窘境，可谓进退维谷。 除煤机产品外，近几年持续精心培育的

转型业务，虽有的收入占比较小，有的还未实现收入，但进展可期，艰难中孕育

着希望。 面对以上局面，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冷静分析，慎重而为，对于占业

务收入比重大的煤机业务，不图规模扩张不逞一时之强，而是以精品化和服务

化稳住阵脚，内抓管理外控规模，不给未来聚集过多风险；对于战略发展业务，

坚定信心持续推进，内部加强创新外部积极合作，以期实现战略转型和发展的

诉求。

报告期内，煤机板块以谨慎经营为主严把客户质量，强力压缩应收账款，

夯底图变； 无人机业务成立了山东长空雁航空科技公司并再进行多轮次飞行

验证，已完成了大部分验证飞行科目，下半年可投入无人机样机的生产，同时

与相关各方积极洽谈进行业务拓展； 发动机业务控股子公司中科岱宗公司配

合多个客户进行试验，已具备小批量生产能力并储备扩能；自动化业务之一的

山东信川公司研发出国内首条全自动平压平模切联动生产线， 提升和巩固了

行业地位；资产盘活方面，对资产可持续盈利进行认真分析，对于未来不能贡

献利润且难以发展壮大的资产，通过多种方式逐步予以处置，减少对公司的资

源占用，便于集中优势资源发展转型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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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自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相继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

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

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

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

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具体准则，要求自2014年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年6月20日， 财政部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

照该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2006年2月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解释及其他有关规定。

3、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

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

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及其应用指南。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于

2006年2月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4、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自上述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变更后的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2014年

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和净资产以及2014年度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具体影响

科目及金额如下：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及应用指南，对重大影响以下

且在活跃市场中无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投资改按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1） 合并报表项目调整 单位：人

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金

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148,052,611.13 21,129,499.00 126,923,112.1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129,499.00 21,129,499.00

（2）母公司报表项目调整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金

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金额

长期股权投资 385,611,399.01 21,129,499.00 364,481,900.01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129,499.00 21,129,499.00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及应用

指南，对政府补助从其他非流动负债项目调整到递延收益项目列报。

（1）合并报表项目调整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金

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金额

其他非流动负债 28,197,042.81 5,757,042.81 22,440,000

递延收益 5,757,042.81 5,757,042.81

（2）母公司报表项目调整

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会计政策变更前金额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金

额

会计政策变更后金额

其他非流动负债 28,197,042.81 5,757,042.81 22,440,000

递延收益 5,757,042.81 5,757,0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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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526

� � �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2015-055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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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会议应参加董事8人，实参加董事8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笃学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

公司股权的议案》。

山东矿机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

议案》：因煤机业务发展战略调整，拟依法转让持有的北京三矿通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矿通公司” ）51.05%的股权。 会后，公司积极寻求购买方，现

三矿通公司的股东汪涛已经与公司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权购买协议（汪涛

应在2015年8月31日前以现金支付股权购买款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剩余股

权购买款应在2018年7月31日前付清，汪涛应在2015年9月10日之前提供经山

东矿机认可合法的足额抵押物并办理完毕合法抵押手续， 否则为放弃购买和

违约）。 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了公司将持有的三矿通公司的股份以700万元人

民币转让给汪涛，若汪涛届时违约则公司将依法追究其违约责任，并将该股份

以7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关联方潍坊恒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新

投资” ），恒新投资成立于2007年8月22日，注册资本2190.0848万元，经营范

围为以企业自有资产对外投资，法定代表人为赵华涛。

因公司副董事长赵华涛先生是恒新投资法定代表人， 赵华涛和关联人公

司董事长赵笃学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同时公司董事王子刚持有潍坊恒新6.46%

的股份、 董事赵世武持有恒新投资2.67%股份、 董事陈学伟持有恒新投资

0.91%的股份兼三矿通公司总经理，以上人员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由公司全部独立董事表决通过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

2015-056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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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

有效。 会议由张星春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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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全文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

三、备查文件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8月26日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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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弘股份 股票代码 00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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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洁 马刚

电话 010－59279999转9979 010－59279999转9979

传真 010－59279979 010－59279979

电子信箱 jinjie139@126.com magang@v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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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838,431.21 2,317,530,333.77 -7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33,394,932.10 557,840,892.10 3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64,928,893.72 557,275,724.56 1.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74,526,944.27

-3,458,194,

478.21

80.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9 -44.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9 -44.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8% 21.03%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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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7,750,

358.90

17,819,895,

394.63

-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296,747,899.53 5,614,713,857.15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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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6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弘卓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51%

1,591,

183,865

质押

1,580,

215,520

齐鲁证券资

管－交通银

行－齐鲁碧

辰1号定增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7.98%

368,051,

117

368,051,

117

申万菱信基

金－工商银

行－创盈定

增20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4.99%

230,031,

949

230,031,

949

宝盈基金－

招商银行－

宝盈定增12

号特定多客

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3.33%

153,354,

632

153,354,

632

招商财富－

招商银行－

硅谷天堂2

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3.33%

153,354,

632

153,354,

632

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2.99%

138,069,

045

138,069,

045

申万菱信基

金－光大银

行－申万菱

信资产－华

宝瑞森林定

增1号

其他 2.22%

102,236,

421

102,236,

421

申万菱信

（上海）资

产－工商银

行－中融信

托－中融－

瑞林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1%

51,118,

211

51,118,

211

黄穗凤 境内自然人 0.95%

43,596,

545

东海基金－

工商银行－

东海基金－

鑫龙88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8%

35,782,

747

35,782,

7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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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是否属于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黄穗凤持有的全部股份为进行融资融券业务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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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推出多项刺激楼市发展的措施，2015年3月30

日，央行、住建部、银监会调整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将改善性二套房首付比例调至40%，公

积金首套房首付、二套房首付（首套已还清贷款）比例分别调为20%和为30%。 国税总局、

财政部通知，个人出售满2年的二手房普通住房减免营业税；另有央行在3月、5月和6月三

度降息和降准。 其中，降息措施在房地产市场产生了显著效果，直接表现为刺激了个人房

地产贷款的增长。 在信贷政策宽松、政策刺激力度加码等综合作用下，我国房地产市场中

商品住宅销售情况呈向好态势，但办公用房和商业经营用房销售情况不甚乐观。 从库存

情况看，当前行业整体库存量仍然比较大，市场整体供大于求的局面尚未彻底改善。 截止

2015年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6亿平米，同比增长20.8%。 “去库存”仍是房地产企业的

第一要务。

展望2015年下半年，宏观经济仍处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期，预计在稳增长、调结构的

总基调下，房地产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市场宽松政策预期仍将持续，支持

改善性住房需求这一主基调不会改变，降息、降准等货币政策必然会激发刚性需求和改善

性需求客户的购房欲望，有助于推动市场回暖。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经营工作按年初拟定的经营计划和工作重点有续展开，具体情况

如下：

1、加快原有项目尾盘和存货销售，补充新项目开发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对海口西岸首府项目尾盘销售，同时积极推进北京平谷夏各庄新

城项目（5A地块）、济南中弘广场项目（16#地块）、吉林长白山区域漫江项目和东参项目

（一期）的销售，补充新项目开发所需资金。

2、加快推进新项目开工建设

报告期内， 北京平谷夏各庄新城项目 （5B&1#地块和2#地块）、 济南中弘广场项目

（17#地块）、济南鹊山龙湖项目（一期）、浙江安吉项目（一期）已开工建设，预计将于下

半年全部进行预售。

海南如意岛项目（一期）是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报告期内填海工作按

照计划正常推进中。

3、积极推进再融资工作，拓宽融资渠道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不超过39亿元用于北京平谷?

中弘由山由谷二期项目、北京平谷?新奇世界国际度假区御马坊项目（御马坊WL-14地

块）、山东济南?中弘广场一期和二期项目的建设；同时拟发行公司债不超过12亿元，用于

偿还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相关申报材料已上报，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确定影响，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再融资事项暂时中止审查。

4、开展重大资产收购工作，完善公司战略布局

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5月25日停牌，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收购事宜，拟收购的相关资

产主要为位于海南三亚市小东海的半山半岛项目，整个项目包括临海别墅、观海公寓、洲

际酒店、商业街、国际潜水基地、游艇会等。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旅游地区的资源配置

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净资产规模得到较大幅度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持续盈利能力将

得到改善。 截至报告日,上述重大资产收购事项顺利推进中。

5、依据目标考核责任书，继续推行全面计划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与总部核心部门、商管公司、网络营销公司、各区域公司、物业公司都

签订目标考核责任书。目标考核责任书内容以2015年工作任务为基础进行制定，做到目标

清晰、量化、奖罚条件明确、考核节点具体。 依据目标考核责任书，将年度工作目标层层分

解，实行月、季度、半年度考核。

6、落实绩效激励机制

报告期内，公司落实绩效考核机制，理顺绩效考核与计划管理的关系，不同的职能应

该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设定不同的考核指标，因地制宜，因岗制宜，通过绩效管理的手段

分解到人，落实到人，实现考核落地，奖罚分明。

7、不断提升企业管控水平，提高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不断完善公司各种制度，通过信息化系统，进行流程化管理，进一步提高管

理水平，适应公司发展的新要求，逐步打造总部业务平台。 强化总部管控能力，加强总部与

各子公司的联动，总部在控制风险的基础上，进一步权利下沉，简化程序，通过建立业绩导

向机制，形成合力，提高项目运作效率。

2015年1-6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67,883.84万元；利润总额93,329.94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339.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1.47%；基本每股收益0.16元/

股，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2.2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718,775.04万元，较上

年度末减少3.5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629,674.79万元，较上年度末增加

12.15%；每股净资产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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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天津弘文投资有限公

司

新设 2015年4月 100,000,000.00 100.00%

天津弘伟投资有限公

司

新设 2015年4月 100,000,000.00 100.00%

天津弘天投资有限公

司

新设 2015年4月 100,000,000.00 100.00%

天津弘东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新设 2015年4月 1,001,000,000.00 100.00%

天津弘巍仓储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新设 2015年4月 1,001,000,000.00 100.00%

天津弘净国际贸易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设 2015年4月 1,001,000,000.00 100.00%

天津弘澈商务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新设 2015年4月 1,000,000.00 100.00%

济南中弘荣盛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5年5月 500,000.00 100.00%

安吉中弘文昌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新设 2015年5月 500,000.00 100.00%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新

奇世界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新设 2015年5月 12,00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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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永红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79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2015-76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已于2015年5月25日起停牌。 经公司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 公司于

2015年6月18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54），并于2015

年7月16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60），

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最晚于2015年9月17日前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并复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完善重组方案及出具相关报告。 因相关工作

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

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

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申请复牌。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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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江啤酒 股票代码 00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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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维彬 王建灿

电话 020-84206636 020-84207045

传真 020-84202560 020-84207045

电子信箱

zhengquan@zhujiangbeer.

com

zhengquan@zhujiangb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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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1,036,132.74 1,608,917,613.68 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8,349,352.16 30,004,928.63 2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171,893.35 27,023,348.90 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91,680,412.29 424,047,467.08 -7.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4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0.91%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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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1,336,175.88 6,284,537,028.65 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341,526,743.56 3,323,582,244.42 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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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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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啤酒集团

有限公司

国家 51.94%

353,295,

165

INTERBREW�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境外法人 25.62%

174,246,

665

黄纪棠

境内自然

人

2.15% 14,590,861

永信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8% 6,000,0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中信【安州

价值优选25号风险

缓冲】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8% 4,60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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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5% 3,067,997

银河资本－浙商银

行－银河资本骄龙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45% 3,065,190

揭阳市安信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7% 2,510,000

广州安州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安州价

值优选1号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27% 1,831,8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中信安州价

值优选18号风险缓

冲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4% 1,604,2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股东永信国际有限公司是控股股东广州珠江啤酒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公司未获知是否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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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1、股东黄纪棠及广州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州价

值优选1号证券投资基金通过信用证券帐户分别增持公

司股票14,534,361股和1,831,800股；2、股东揭阳市安

信投资有限公司报告期末通过信用证券帐户持有公司

股票2,510,000股，比期初减少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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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公司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新价值战略为核心，实

施“双聚焦” 、技术引领、价值驱动三大业务战略，深化改革创新，突出提质增

效，加快总部和南沙项目建设，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努力打造中国中高档啤酒

的领军企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1,036,132.74元，同比增长8.21%；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8,349,352.16元，同比增长27.81%。 2015

年具体工作计划开展情况如下：

1、聚焦“三线” 产品，推进产品转型，销售质量稳中有升

遵循“打造中国中高档啤酒领军企业” 的战略要求，聚焦珠江纯生、珠江

0度、珠江啤酒“三线” 产品，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 报告期内，中高档啤酒销

量占总销量比例继续提高。

2、聚焦核心市场，推进销售模式转型，终端掌控力显著增强

坚持“南固、北上、西进、东拓” 的全国市场战略，聚焦生产厂所在地的核

心市场和长期经营的优势市场，精耕细作广东市场，大力开拓省外市场，终端

掌控力进一步增强。 多个区域销量实现增长。

3、推进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实力

继续发挥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优势，与国内外知名

单位开展技术交流与产学研合作，派三名技术骨干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国际

酿酒师，不断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保持珠江啤酒的技术领先优势。

4、加快项目建设，促进企业做优做强

报告期内，梅州珠啤新增易拉罐生产线建设项目、广西珠啤新增易拉罐

线项目及湖南珠啤首期年产能20万吨项目先后投产，优化了公司产能布局，

为公司转型升级夯实基础。

5、对标先进，狠抓节能降耗，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

对标先进，推行先进作业方法，每月跟踪分析能物耗指标，采取措施降低

损耗，各项指标均得到全面优化，其中瓶损、盖损、纸箱损、吨啤酒耗电、吨啤

酒耗标煤等指标均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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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方贵权

2015年8月27日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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