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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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宝高科 股票代码 0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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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行村

电话 0755-26983383

传真 0755-26980212

电子信箱 lbgk@laiba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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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965,268.93 1,106,399,446.70 9.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060,206.88 33,197,987.77 -38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3,844,613.17 16,433,522.39 -671.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241,893.22 -217,099,118.14 95.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18 0.0470 -380.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18 0.0470 -380.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 0.81%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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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043,186.31 5,160,652,181.48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48,507,557.21 4,055,720,262.15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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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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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节能减排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84%

147,108,

123

12,200,000

深圳市市政工

程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5% 70,967,208 0 质押 42,525,800

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价值成长

投资组合

其他 1.73%

12,200,

000

12,200,000

李国祥 境内自然人 1.01% 7,160,462 7,160,462

山水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4% 6,600,000 6,600,000

吉清 境内自然人 0.64% 4,502,971 4,502,971

梁正 境内自然人 0.63% 4,429,152 4,429,152

申桂明 境内自然人 0.54% 3,841,906 3,841,906

王书文 境内自然人 0.37% 2,621,929 2,621,929

中国工商银

行－融通深证

100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32% 2,265,594 2,265,5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李国祥、吉清、梁正构成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

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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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受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消费类电子产品需求日趋饱和、

触控笔记本电脑需求增长缓慢、产品价格竞争进一步加剧等综合因素影响，触

摸屏市场优胜劣汰加速，触摸屏行业厂商大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态，公司触

摸屏产品毛利率面临持续下降压力。与此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

的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项目已量产，在2015年5月达到35万块以上（以10英寸

以上为主），产品良品率逐步提升并稳定至75%左右的水平；但是，受订单波动

影响，产能利用率不高，对应的人工费用、水电费等成本费用支出较大，相应对

上半年经营业绩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此外，受市场整体供大于求、竞争日益激烈影响，报告期内公司电容式触

摸屏面板（CTP� Sensor）、G-G结构电容式触摸屏模组、小尺寸OGS产品的

销量和销售收入均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受TFT-LCD显示面板价格

下降因素影响，对传统的黑白或单色LCD市场的替代效应日益增加，再加上近

几年国内ITO导电玻璃的产能扩充，导致报告期内ITO导电玻璃的平均销售单

价和销售收入均较去年同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受上述因素综合影响，与上年同期比较，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增加9.99%，

营业利润为-12,089.34万元；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

每股收益分别为-11,509.93万元 、-9,306.02万元、0.1318元/股。

公司201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总额为121,696.53万元，其中占公司2015年

上半年营业收入总额10%以上的产品为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 全贴合产品等

两项产品。 该两项产品2015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及其变动

情况如下表所示：

产品类别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销售毛利率

2015年

1-6月

2014年

1-6月

变动比例

2015年

1-6月

2014年1-6

月

变动比例

2015年

1-6月

2014年

1-6月

变动比例

一体化电容式

触摸屏

19,

097.40

24,

697.06

-22.67% 17,876.12 18,980.86 -5.82% 6.40% 23.15% -16.75%

全贴合产品

84,

989.10

45,

381.34

87.28% 84,623.57 41,199.04 105.40% 0.43% 9.22% -8.79%

注： 销售毛利率的变动比例=2015年1-6月销售毛利率-2014年1-6月销

售毛利率.

上表中产品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毛利率变动的原因说明如下：

（1） 一体化电容式触摸屏产品201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

15.69%，其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5,599.66万元、1,104.75

万元，销售毛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16.75个百分点，对应变动原因为：一体化电

容式触摸屏产品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品销售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20.53%，营

业收入及营业成本相应分别较上年同期下降5,069.98万元、3,896.52万元；此

外，受产品结构变化影响，产品销售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2.70%，营业收入相应

较上年同期下降529.68万元，单位成本较上年同期上升18.51%，营业成本相应

较上年同期上升2,791.77万元。

（2）全贴合产品2015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69.84%，营业收

入及营业成本分别较上年同期增加39,607.76万元、43,424.53万元，销售毛利

率较去年同期下降8.79个百分点，变动原因为：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公

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全贴合产品销售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3.70%，营业收入

与营业成本相应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1,680.42万元、1,525.56万元； 此外，受

产品结构调整变化影响，中大尺寸全贴合产品销量占比增长，产品销售均价及

单位成本较上年同期分别上升80.59%、98.07%， 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相应分

别较去年同期增加37,927.34万元、41,898.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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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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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臧卫东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5-039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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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9

号的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和议案于201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

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2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2人（其中董事潘橙、

李文成以电话会议方式参会）。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臧卫东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全文刊载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刊载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 （公告编

号：2015-041）刊载2015年8月27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关于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

刊载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 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莱宝” ）向下列商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1、同意重庆莱宝向中国工商银行重庆两江分行申请5亿元人民币（或等

值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的期限为两年，以重庆莱宝信用担保。 授

信的费用和利率等条件由重庆莱宝与该行协商确定。

2、同意重庆莱宝向中国银行重庆云汉路支行申请1亿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额度的期限为两年，以重庆莱宝信用担保。 授信

的费用和利率等条件由重庆莱宝与该行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

2015-040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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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9

号的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于201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送达全体监事。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3名。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合法有

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荣苹先生主持，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5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

真实、 完整反映了公司2015年6月30日财务状况及201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

和现金流情况。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核的程

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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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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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大通 股票代码 00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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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连 吴文涛

电话 0755-26921699 0755-26921699

传真 0755-26910599 0755-26910599

电子信箱 datongstock@163.com datongsto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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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57,434.94 52,466,276.58 85.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5,821.53 -10,909,640.66 9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7,811.78 -7,710,307.58 10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7,347.98 -4,372,091.79 131.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 -0.113 92.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 -0.113 9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5% -3.93%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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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867,403.54 683,292,590.38 -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935,814.20 109,831,635.73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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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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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亚星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79% 43,101,098 43,101,098 质押 43,000,000

方正延中传媒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7% 7,762,150 7,762,150 质押

上海文慧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4% 6,199,442 6,199,442

质押 6,199,442

冻结 6,199,442

北京科希盟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19% 4,994,220 4,994,220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4% 3,500,000 3,500,000

深圳市立信创展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2% 2,140,380 2,140,380

云南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睿金9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5% 918,006

五矿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五矿信

托－新时代恒禧

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

其他 0.84% 805,626

卓桂兰 境内自然人 0.71% 68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中融增

强78号

境内自然人 0.68% 658,2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情况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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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业所处的房地产行业调控基调基本稳定，公司房地产业务主要

位于山东省三、四线城市，在目前市场环境下，公司原有业务面临较大运营压力。 为了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正在通过收购整合优质业务资产的方式实现整体业务的转型。

本报告期，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9725.74万元，较之去年同期增长85.37%，实现归属于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9.58万元，较之去年同期减少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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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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8月21日，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电子邮件

通知的形式发出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 2015年8月26日上午10点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现场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

参加7人。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议案二：关于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聘请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股权分置改

革限售股解除限售保荐机构

公司拟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限

售股解除限售保荐协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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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日前收到控股股东青岛亚星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实业)通知：亚星实业于2015年8月20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10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0%) 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

行,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5年8月20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 亚星实业共持有本公司股份43101098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79%;

累计质押43100000股 ,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99.77%,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78%。

特此公告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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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联发展 股票代码 00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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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春

电话 0851－86790686 86748121

传真 0851－86790686 86748121

电子信箱 wlc-jl-6751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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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952,098.07 1,862,148,112.03 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1,611,394.64 100,901,520.93 -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90,004,028.17 100,992,698.93 -10.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680,994.60 -438,052,375.26 73.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0.31 -9.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1% 5.56%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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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774,845.16 7,778,066,955.98 6.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96,111,484.97 1,939,433,102.06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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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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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利久联控股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0.00% 98,210,400

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3.02% 9,893,3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新

丝路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20% 7,199,812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其他 2.14% 6,999,831

广东恒健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0% 6,560,000

中国工商银

行－景顺长城

精选蓝筹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83% 6,000,097

中国工商银

行－汇添富成

长焦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37% 4,499,908

南京理工大学 国有法人 1.36% 4,441,582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精选收

益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11% 3,645,236

王新堂 境内自然人 0.97% 3,18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第一股东保利久联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其它股东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未知另9名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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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爆市场需求疲软，产销量增速维持在

较低水平，加之国家放开民爆器材产品销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民爆行业企业之间的

价格竞争加剧，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 公司董事会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努力

克服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立足安全生产的基础上，多措并举、积极应对，努

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及拓宽销售渠道，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确保生产经营平稳运行。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6,79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0.31%；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916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21%；每股收益0.28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830,977万元，较上年末增加6.8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199,611万元，较上年年末增加2.9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

7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3.14%；净资产收益率4.61%，较上年同期减少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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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占必文

201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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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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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通知于2015年8月14日以通讯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

关议案公告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

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报告全文，报告

摘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请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cn）的《公司募集资

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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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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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通知于2015年8月14日以通讯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

关议案公告如下：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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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6日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大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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