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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96

证券简称：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48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595

证券简称：豪迈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26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410

证券简称：广联达 公告编号：

2015-049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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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迈科技 股票代码 002595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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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王晓静

电话 0536-2361002

传真 0536-2361536

电子信箱 himile_zqb@himi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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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709,447.26 809,084,290.87 3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5,159,435.35 230,100,036.88 3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9,792,350.46 230,967,796.85 3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9,267,221.33 38,141,798.42 763.2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39 0.2876 36.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39 0.2876 36.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4% 9.71%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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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3,375,270.49 2,914,306,901.79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75,756,363.10 2,560,872,832.26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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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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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恭运 境内自然人 29.90% 239,187,600 179,390,700

柳胜军 境内自然人 13.45% 107,595,000 80,696,248

刘霞 境内自然人 6.72% 53,797,500 53,797,500

冯民堂 境内自然人 6.35% 50,797,500 50,797,500 质押

26,148,

750

徐华兵 境内自然人 4.04% 32,311,200 0 质押

19,200,

000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1% 18,500,000 0

张光磊 境内自然人 1.61% 12,847,200 9,635,4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5% 6,010,906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2% 4,139,925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3,988,99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公司

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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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宏观经济影响，机械行业整体市场低迷。 在经济下行与美国“双反”

的双重影响下，国内轮胎市场也持续低迷，致使轮胎模具行业受到一定冲击；但是世界上轮

胎和模具的刚性需求是不变的，豪迈海外客户占比达到50%以上，虽然国内订单增长困难，

但是国外市场份额持续增加，公司整体保持了健康发展的态势。 就公司本身而言，豪迈已成

为客户新产品模具试制、复杂花纹模具等有特殊要求及战略意义订单的首选供应商，设计

加工水平不断提升。 上半年，随着新员工的熟练顶岗，公司不断消化、释放产能，订单稳定、

持续增长。

报告期，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470.94万元， 同比增长32.83%； 实现利润总额36,

744.1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4.2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515.94万元，

同比增长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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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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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联达 股票代码 00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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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奎江 常 帆

电话 010-56403000 010-56403000

传真 010-56403335 010-56403335

电子信箱 zhangkj@glodon.com changf@glod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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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128,273.42 702,408,105.85 -25.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438,410.18 266,680,738.46 -7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2,232,682.81 257,612,304.07 -79.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6,022,872.72 79,992,586.00 -395.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 0.236 -79.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 0.236 -7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10.39%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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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789,600.08 3,185,570,201.73 -1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64,430,184.80 2,794,588,084.88 -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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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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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志中

境内自然

人

19.02% 214,624,845 160,968,633 质押

5,737,

500

涂建华

境内自然

人

13.17% 148,569,090 80,676,390

王金洪

境内自然

人

6.61% 74,607,674 55,955,756

陈晓红

境内自然

人

6.00% 67,734,728 67,734,617

邱世勋

境内自然

人

4.59% 51,752,693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3.70% 41,768,391 0

安景合

境内自然

人

2.84% 32,003,437 24,002,578

王晓芳

境内自然

人

2.79% 31,500,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其他 1.11% 12,499,608 0

交通银行－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4% 7,199,62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刁志中、涂建华等7名自然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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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3,144,189.06�元，同比下降25.52%；实现

利润总额62,783,157.29�元，同比降低78.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5,438,410.18�元，同比降低79.21%。

报告期内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为：受宏观经济及建筑业整体增速放缓的影

响，客户购买决策和审批流程的周期延长；公司全力促进新业务、新产品发展，

坚定不移提升新业务、新产品收入占比；公司加快向产业互联网方向升级，加大

与之相关的资源投入；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对费用有一定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广联达云计价平台软件（V5.0）、广联达钢筋计划控

量软件（V3.0）、广联达模板脚手架三维设计软件（V1.0）、广联达建设工程招

投标系统（V1.0）等软件著作权。 母公司目前已累计取得166个软件著作权、

子公司累计取得118个软件著作权，合计共取得284个软件著作权。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多项荣誉，包括：“2014年度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 、

“入选中关村50指数样本股” 、在《证券市场红周刊》与商务部研究院信用评

级与认证中心联合发布的上市公司财务安全等级追踪报告中，公司位列中小板

白马企业第二名等。

（2）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依据公司发展战略，各业务稳步推进、积极创新，取得一定成果。

公司加大力度推动新业务、新产品的发展，报告期内新产品营收占比达到43%，

同比增长6.91%。 各主要业务进展情况综述如下：

1）工程计价业务、工程计量业务

工程计价业务、工程计量业务属于公司的传统业务，经过多年的研发投入，

产品成熟稳定、适用范围广，在市场中具备很强的竞争优势。同时传统业务本身

所积累的用户群体、实时覆盖工程项目从可研规划至竣工结算全过程的大数据

为公司的业务转型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两条业务线稳扎稳打，进一步夯实基础，提升产品性能及用户体

验，同时面向更多专业领域积极研发新产品，以行业计价、市政算量、对量软件

为代表的传统业务中的新产品，目前市场推广效果良好。

2）工程信息业务

报告期内，工程信息业务在产品开发、大数据技术研发方面均取得较大进

展。其中，材价信息产品线以整体组合方式向用户传递价值，网站本身注册用户

数量、搜索次数及搜索成功率有了较大提升，移动端APP的装机量、日活、月活

及启动次数实现突破； 指标信息产品线在报告期内面向全国十个区域进行推

广，从数据的覆盖范围、用户数量、日活、月活等数据看呈现出健康发展态势。在

大数据技术方面，公司通过持续研发投入，大大提升数据质量和可用性，提升整

体客户体验，为实现公司战略升级做出较大贡献。

3）工程施工业务（含企业管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施工业务与管理类业务实现有效整合，面向施工阶段的管

理工具类产品及岗位工具类产品进展顺利。 产品团队时刻聚焦于项目管理、施

工现场管理等核心业务，充分结合现场工作环境的特点，对产品持续开展优化

和创新工作，提升用户体验，加大系统应用价值，帮助用户实现精益管理和智慧

建造。 同时，作为“聚量” 、“圈工地” 战略的核心入口之一，业务线还承担着为

上下游战略提供核心数据的重要角色，具体包括工程项目数据、成本数据、材料

价格信息、供应商信息、劳务团队工作信息、劳务人员工作信息等等，在施工现

场阶段的卡位优势将有效助力公司战略成功升级。

4）工程教育业务

报告期内，工程教育业务在保障老产品课程稳步发展的同时，积极为行业

专业院校开发推广新的实训课程，其中BIM系列课程、招投标模拟课程等成效

显著。

推动行业整体进步，普及先进技术及实践经验，促进行业从业人员专业水

平的提升将始终作为公司责任所在。 报告期内，公司组织的“广联达校园BIM

技能大赛”全程在互联网上进行，短时间内吸引了12.4万人次的关注，364所院

校的学生参与注册及互动，其中235个院校组队参加，大赛期间网站的访问量

突破120万次。 公司与中国招标投标协会共同主办“全国建筑工程类高等院校

招标采购课程师资培训班” ， 来自全国68所院校的101位工程招标投标专业相

关的授课教师参加了此次培训。

5）国际化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国际化业务进展正常。在产品研发方面，面向各区域的本地

化产品均如期发版；与Progman公司的整合工作顺利进行；完成“一带一路”

战略国际化拓展规划；进一步加强渠道建设，提升核心人员能力水平。为后续业

务快速发展打好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力度在中国区域市场推广MagiCAD产品，多次组织

培训讲师入驻大型集团公司开展专业培训，使学员能够熟练掌握软件的使用技

巧，快速在实践工程中得以应用。

公司积极向国际市场传递品牌及产品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在英国曼彻斯

特BIM� Show� live展会上，向英国政府建筑行业主管、英国各大高校BIM相关

研究人员、各大知名软件厂商，合计700余位施工单位、咨询公司、设计单位、

BIM咨询公司、BIM建模公司的管理层及工作人员展示了极具创新意义的广联

达BIM� Cost� Solution（BIM成本解决方案）系列产品和BIM� 5D产品，参会

人员反响热烈。

6）其它业务

① BIM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BIM业务快速发展。

产品方面，由公司作为咨询单位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迁建工

程一标段项目荣获2015年BuildingSMART香港国际BIM大奖的最佳BIM施

工管理应用大奖。 在中国图学学会主办的2014第三届“龙图杯”全国BIM大赛

中， 广联达BIM5D、MagiCAD产品大放异彩， 在BIM建模与深化设计、 机电

BIM应用、施工模拟、项目管理等方面获得广泛深入的应用。上半年已新发展各

类客户140余家，为其提供BIM系统化的应用方案。

对外合作方面， 继2013年与清华大学土木学院成立BIM联合研究实验室

之后，广联达与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高校广泛展开合

作，旨在充分发挥企业与高校的互补优势，解决BIM技术应用的基础性问题，进

而全面推动中国BIM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公司入围《建筑机电工程BIM构件库

技术标准》的编委成员，对技术标准建言献策。 公司成为首批广东省BIM技术

联盟会员，后续将在项目管理、建筑信息模型、数据管理、移动应用、云计算等方

面为联盟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推广方面，公司在北京、上海等地召开工程建设领域BIM技术应用大型公

益讲座，在广东、广西、山东、浙江、湖北、河南、四川等地举办多场BIM交流分享

会，覆盖听众上万人。 为中建一局总承包公司、湖南建工集团、北京市第三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上海海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

司华北分公司、中建三局南方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组织开展BIM产

品培训交流会。

② 电商业务

在经历了平台搭建、产品研发、服务设计、市场培育几个阶段之后，公司电

商平台及商业模式已经得到市场验证，获得地产商、部品部件商的认可。对于地

产商来讲， 电商平台所带来的最大价值是提升甲方议价能力、 降低采购成本

（根据近几个月来为客户提供的《比价报告》汇总结果，电商可为中小地产降

低采购成本10%以上）。 截止目前公司已经与上百家中小地产商确定了为期三

年的采购意向合约。对于部品部件商来讲，电商平台带来了大额订单，通过优质

供应商开展的直营、团购服务大幅度消减营销费用，并能够保证资金快速回笼，

目前入驻平台的厂商已经过千家。

报告期内，与电商平台签属合作协议的数量有大幅度提升。 在2015年7月

24日中国建设行业年度峰会上，签署的产品预购协议达到16亿元。 下半年，电

商业务将会整合资源，持续创新，推出面向决策者的“在线比价顾问” 系统，力

争通过半年的时间覆盖千家地产企业采购决策人，实现行业领先。

③ 互联网金融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互联网金融业务正式运转，已经成立广联达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北京广联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广州广联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组建了由

资深银行、小贷公司、保理公司、互联网金融背景成员所构成的专业团队，并根

据业务特点制定了审慎规范的管理制度、业务流程、风控体系。报告期内累计发

放贷款近5000万元，无不良。

同时，根据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互联网金融业务完成了基于公司专业应用、

电商平台、大数据体系之上所建立的产业金融、产业征信体系业务规划，为保障

公司战略的有效执行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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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英国新设子公司GLODON� UK� SOFTWARE� LIMITED，在广州设

立广州广联达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将杭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陕西广联达创研科

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合并范围减少：

其他股东增资原因，北京广联达雄晟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不再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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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刁志中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10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2015-047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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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于2015年8月25日9:0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3号楼广联

达信息大厦62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向全体董事及监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刁志中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6人，董事王金洪、李文先生因出差分别委托刁志中先

生、贾晓平先生代为参会，独立董事孙陶然先生因公事委托独立董事尤完先生

代为参会；公司监事会代表、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审阅，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记

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本议案

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

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10

证券简称： 广联达 公告编号：

2014-048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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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于2015年8月25日10:30在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10号院东区13号楼广联

达信息大厦621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安景合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其中，安景合先生以通讯形式参会。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会议采取现场与通讯表

决相结合、记名投票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本议案

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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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本议案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广联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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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辉煌科技 股票代码 00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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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瑞

电话 0371-67371035

传真 0371-67388201

电子信箱 hanrui@hhkj.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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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43,582.64 153,809,482.20 1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1,020,275.31 23,663,655.25 3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9,611,853.20 21,516,966.15 37.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405,581.36 -48,438,539.40 121.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24 0.0628 3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24 0.0628 3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1.65%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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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6,111.28 1,927,659,382.53 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7,622,630.12 1,387,902,047.4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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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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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鹰 境内自然人 14.61% 55,025,600 41,269,200

谢春生 境内自然人 5.89% 22,168,000 16,626,000

李力 境内自然人 2.94% 11,071,288

胡江平 境内自然人 2.63% 9,897,600 9,397,600

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民生

银行－平安汇通创盈8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1% 7,561,989

刘锐 境内自然人 1.83% 6,907,100 6,907,100

苗卫东 境内自然人 1.75% 6,594,025 6,591,113

李翀 境内自然人 1.61% 6,059,147 5,139,04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科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1% 6,051,955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7% 5,922,2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科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工

商银行－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易方达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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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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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控股股东，也无实际控制人。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 中国铁路总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51.30亿元， 同比增加299.35亿

元，同比增长12.7%；全年计划投资8,000亿元以上，全年新投入运营的线路要确保达到8,

000公里以上。 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2015年轨道交通获批建设城市40个，在建里程4,073

公里， 初步估计2015年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总投资将达3,000亿元， 超过2014年的2,857亿

元。

在行业环境持续向好的带动下，报告期内，公司新签订单总计1.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8,424.36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102.03万元。

2015年上半年，公司重点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完成对北京赛弗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工作， 占赛弗科技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3%。

2、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并积极向郑州区域外地铁市场拓展，成功

中标多个城轨信号维护支持项目；加强高铁集成项目的市场推广力度，充分发挥公司产品

系列化的优势，成功中标多条高铁信号集中监测系统、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等。

3、以产品研发为工作重点，从成本、技术、品质上提高公司整体竞争能力。

4、完成2015年公司债（第一期）的发行工作，募集资金2.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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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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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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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海鹰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96

证券简称

:

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50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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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上午

9：30在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74号3414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5人，实到5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李海鹰先生主持，与会

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和事项：

1、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发表了书面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

核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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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5-048）详见2015年8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5-049）详

见2015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

2、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

报告》。

独立董事对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2015年上半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事项情况专项报告》及《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296

证券简称

:

辉煌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51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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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上午

9：30在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74号3414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

事3人，实到3人，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宝利先生

主持，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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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5-048）详见2015年8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5-049）详

见2015年8月27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