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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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A股）、比亚迪股份（H股） 股票代码 002594、012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黔 程燕、张燕

电话 （+86） 755-89888888 （+86） 755-89888888

传真 （+86） 755-84202222 （+86） 755-84202222

电子信箱 db@byd.com db@by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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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82,366,000.00 26,715,706,000.00 1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6,660,000.00 360,691,000.00 29.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2,479,000.00 93,466,000.00 63.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22,041,000.00 -543,669,000.00 65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 1.53%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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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58,367,000.00 94,008,855,000.00 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839,369,000.00 25,365,597,000.00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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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10（其中，A股股东为64,255户，H股股东为155户）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有普通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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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7.82%

688,813,346

（注1）

王传福

境内自然

人

20.69%

512,393,520

（注2）

427,981,935

吕向阳

境内自然

人

9.66% 239,228,620 179,421,465 质押 67,950,000

BERKSHIRE�HATHAWAY�

ENERGY(原名为

MIDAMERICAN�ENERGY�

HOLDINGS�COMPANY）

境外法人 9.09% 225,000,000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6.57% 162,581,860 101,336,395 质押 141,290,000

夏佐全

境内自然

人

4.81%

118,977,060

（注3）

89,232,795 质押 9,890,000

国联证券－建设银行－国联比

亚迪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2% 32,590,612

杨龙忠

境内自然

人

1.15% 28,357,000 质押 3,282,200

王念强

境内自然

人

0.77% 19,049,740 19,049,740 质押 11,666,470

毛德和

境内自然

人

0.62% 15,461,150 13,461,150

注1： 此数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1,000,000股H股和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SIGN�INVESTMENTS�

LIMITED分别持有的195,000股H股和305,000股H股;

注2：此数不包括王传福先生持有的1,000,000股H股;

注3： 此数不包括夏佐全先生及其控股的海外公司SIGN�INVESTMENTS�LIMITED分别持有的195,000股H股和

305,000股H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吕向阳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王传福先生之表兄，吕向阳

先生及其配偶张长虹女士分别持有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89.5%

和10.5%的股权；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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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本报告期末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没有股东信用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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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业分析及回顾

汽车业务

回顾上半年，希腊债务危机反复，发达经济体弱势恢复，新兴市场持续分化，全球经济复苏仍难言乐观。 中

国政府着力推进深化改革、促进结构转型，但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上半年经济增速为7%，为近年来低位。在国

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下，中国汽车市场在经历十年高速增长后增速逐渐放缓，进入微增长时代。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统计数据，二零一五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210万辆和1,185

万辆，同比增长2.6%和1.4%，增幅比去年同期均回落约7个百分点。 其中，多用途乘用车（「SUV」）继续保持畅

销，销量实现逆势增长，成为中国汽车市场的重要增长动力。 今年上半年，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达418万

辆，同比增长14.6%，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1.5%，占有率同比提升3.5个百分点，扭转过去连续四年的跌势。 然

而，期内合资品牌陆续宣布官方降价，试图通过价格下沉抢占市场份额，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蓬勃发展，成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市场的亮点。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

据，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7.3万辆，同比增长2.6倍，已相当于去年全年的销量。 其中纯电动汽车和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分别为4.6万辆和2.6万辆，同比增长分别为2.9倍和2.0倍。

作为全球能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解决方案，以及中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和制造业实现转型

升级的重要路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作为国家战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于二零一五

年四月，财政部、发改委等四部门发布《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表示将

在2016-2020年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政策，以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加快发

展。 此外，国务院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将节能和新能源汽车作为主要战略任务和重点之一。 工信部明确指

出到2020年，自主品牌纯电动和插电式新能源汽车年销量突破100万辆，在国内市场占70%以上。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根据全球权威市场研究机构IDC统计，二零一五年上半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放缓，同比增加14.1%

至6.7亿部。 然而，4G手机方兴未艾，成为移动智能终端产品新的增长引擎。 亚洲著名手机制造商凭借新推高端

旗舰机型的热销，重夺全球销量榜首。 中国品牌厂商陆续推出新型智能手机产品，凭借产品性能和品牌影响力

的不断提升，保持较高增速。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增长7.5%至2.1亿部，智能手机普及率维持高位。

国内本土品牌厂商华为、VIVO、OPPO等厂商不断推出更高新性能的新机型，出货量迅速增长，品牌影响力及

市场份额快速提升。 凭借良好的机械性能和外观质感，金属外壳受到越来越来的消费者欢迎，金属外壳及金属

结构件的产品应用范围也从高端机型逐渐扩大至中端机型，金属部件于国内外智能手机市场的渗透率不断提

升，为拥有全面技术及多元化客户基础的供货商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新能源汽车的不断推广和普及有效推动对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需求，进一步刺激全球众多电池厂商在

该领域的研发，以提高动力电池的续航能力、安全性和充电效率等技术指标，并纷纷扩充产能，以缓解供不应

求的市场局面。 传统电池方面，全球电子设备销量增长开始放缓，期内市场对锂电池和镍电池的需求有所放

缓。在光伏领域，受惠国家多项利好政策的支持，光伏产业在经历低迷之后有所回暖。 然而市场竞争依然激烈，

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光伏行业仍难言乐观。

（二）业务回顾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比亚迪」或「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统称「本集团」）主要经营包括新能源汽车

和传统燃油汽车在内的汽车业务、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以及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期内，本集团收入为

约人民币31,582百万元，同比增长18.22%，其中汽车及相关产品业务的收入为约人民币17,729百万元，同比上

升40.19%，当中新能源汽车业务收入约人民币5,976百万元，同比增长约1.2倍，占本集团总收入的比例增至

18.92%。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收入为约人民币11,484百万元，同比上升3.60%；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的

收入为约人民币2,364百万元， 同比下降8.47%。 三个业务占本集团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6.14%、36.36%和

7.48%。

汽车业务

新能源汽车行业蓬勃发展，比亚迪积极把握历史机遇，策略性加大对该业务的研发和投资力度。 作为新能

源汽车技术创新和商业推广的先行者，比亚迪于期内继续夯实技术优势、推出性能优越的新车型并持续扩大

电池产能，满足市场对本集团新能源汽车的旺盛需求，巩固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导地位。 期内，随着新的电

池产能的投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大幅增长约2.6倍，当中公司主推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Plug-in� Hybrid�

Vehicle)）「秦」继续问鼎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比亚迪二零一五年

上半年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市场份额为29.8%，在插电式混合动力市场份额持续提升，继续主导新能源汽车私

家车市场。 根据第一电动网披露的数据，2015年5月，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越海内外竞争对手，首次成为全

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

在乘用车方面，「秦」持续获得消费者的热捧，产品供不应求。 本集团于今年五月加推「秦」双冠版，无论

在外观、内饰上的升级，还是在配置、功能上的优化，均较原有车型明显提升。 新车型首次搭载比亚迪自主研发

的移动电站技术，可将车内电量用于车外负载，满足多种用电需求，给消费者带来更便捷、更人性化的驾乘体

验。 此外，本集团亦于期内推出全新双模混合动力SUV车型「唐」，配备2.0T� i发动机和前后双电动机，百公里

加速4.9秒，最高车速达180公里，纯电续航里程最长为80公里。自推出后消费者反应非常热烈，预期将给公司的

新能源汽车业务销量和盈利增加强劲的增长动力。 另一方面， 本集团与戴姆勒连手推出的纯电动车 「腾势

DENZA」凭借双方的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销量于期内持续上升，符合本集团预期。

在公共交通领域方面，比亚迪继续引领全球公共交通系统向纯电动化发展。 期内本集团持续拓展纯电动

大巴和纯电动出租车在国内外市场的应用，K9纯电动巴士和e6纯电动出租车销量稳步提升。截至今年六月底，

深圳纯电动大巴和纯电动出租车的累计行程分别达7,525万公里和3.13亿公里，单车最高行驶里程已达26万公

里和70万公里，为目前世界最高纪录。 此外，本集团的新能源汽车已拓展至南京、杭州、珠海、大连、天津、广州、

西安和长沙等国内十多个城市，并将版图开拓至包括北美、南美、欧洲、澳洲、亚洲等五大洲逾36个国家和地

区。 在亚洲市场，本集团于今年二月实现突破，向日本提供五台K9电动巴士，为中国首个正式登陆日本市场的

中国汽车品牌，充分凸显了比亚迪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领先优势。 此外，本集团于今年四月获得美国加州公

交运营商长滩运输署60台K9纯电动巴士订单，创下美国最大的电动巴士订单纪录。

公司自去年至今一直投资扩充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能，目前新产能已逐步投放。 新动力电池工厂建成

后，将为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公司将密切审视市场情况，在未来几年将继续推动电池产能

的稳步扩张，以应对快速提升的下游需求。

2015年上半年，比亚迪汽车总销量同比增长13.98%至约21万辆。在传统燃油汽车领域，比亚迪的汽车销量

同比上升6%至约19万辆。 本集团积极把握国内SUV市场的强大需求， 着力加大对旗下高端SUV车型S7的推

广。 S7于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推出，其于动力、油耗、舒适性、内饰以及性价比等方面的优越表现使其销量持续提

升。轿车方面，在全新F3车型的带动下，比亚迪的3系车型（L3、F3）持续热销，给本集团的传统燃油汽车销量带

来持续的增长动力。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汽车与互联网正迈向深度融合，车联网将是未来汽车智能化的重要发展方

向。 有鉴于此，比亚迪积极部署，投入构筑车云互联平台，包含一套由既安全又开放的前装车载智能信息娱乐

系统、支持多端接入的云端基础服务平台和高速、经济且稳定的网络传输信道及协议等，以满足消费者对汽车

的安全性、舒适性及智能化体验的要求。

2014年，本集团获批与西安银行筹建合资公司比亚迪汽车金融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金融」），为汽车

经销商和消费者提供金融贷款等相关服务，预计在推动比亚迪汽车销售的同时，亦为本集团汽车带来收入和

利润贡献。 于2015年2月2日，本集团接获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办事处关于本集团附属公司比亚迪

汽车金融开业的批覆。 比亚迪汽车金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000元， 其中比亚迪注资人民币400,

000,000元，占80%股权，而西安银行则注资人民币100,000,000元，占20%股权。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本集团为目前全球最具综合竞争力的手机部件及组装服务供货商之一， 通过垂直整合的一站式经营模

式，为国内外手机制造商提供整机设计、部件生产和组装服务。 随着消费者对手机外观质感的要求不断提升，

拥有更佳使用体验的金属部件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中高端智能手机市场，金属部件成为本集团手机部件及组

装业务的重要发展方向。期内，本集团的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收入约人民币11,484百万元，同比上升约3.60%。

在金属部件业务领域，本集团拥有领先的技术水平和成熟完善的生产工艺，全面满足了消费者对手机性

能表现和外观设计的不同要求，广受国内外智能手机厂商的欢迎，已经成为当下中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重要

发展趋势。 期内本集团获得全球手机领导厂商的高端旗舰机型订单，向其提供金属外壳等手机部件，带动金属

部件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一倍以上。 组装业务方面，本集团继续与国际知名品牌厂商合作，推动智能手机、

平板计算机以及其他移动智能终端业务的发展。 然而由于行业需求放缓，期内该业务收入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本集团的二次充电电池主要包括锂离子电池和镍电池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数码相机、电动工具、电动

玩具等各种便携式电子设备。 此外，本集团亦积极研发磷酸铁锂电池（「铁电池」）和太阳能电池产品，应用于

新能源汽车、储能电站及光伏电站等领域。 期内，本集团的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实现收入约人民币2,364

百万元，同比下降8.47%。

面对全球消费电子设备市场增长放缓、产品价格下跌的形势，本集团于期内积极巩固并加强和客户间的

合作关系，拓宽产品应用领域，以缓解需求疲弱给本集团收入带来的压力。 于铁电池方面，本集团继续加强研

发，提高其能量密度，优化工艺流程同时扩充产能，通过规模效应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进一步提升比亚迪新能

源汽车的整体竞争优势。

储能业务方面，比亚迪于期内继续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加快拓展全球新能源市场的步伐。 今年五月，

本集团获得全球清洁能源知名企业Invenergy� LLC在伊利诺伊州31.5MW的商用储能项目， 为美国最大的储

能项目订单。 此外，本集团成功赢得意大利输电系统的储能订单，并成功拓展德国、澳洲等海外市场。

优化业务结构及资本结构

为强化集团的战略聚焦，加快集团的业务转型升级，优化集团的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推动集团集中资源

发展核心业务，二零一五年二月，本集团与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暨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出售集团旗下深圳市比亚迪电子部品件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剥离柔性线路板、液晶

显示屏模块、摄像头产品三大业务体系。 该等资产的交易价格将不超过人民币23亿元，本次交易集团预计可获

得税前收益约人民币16.29亿元。 该战略重组涉及的股权交割预计将于年内完成。

二零一五年六月，本公司股东批准一项员工持股计划，包括部份高管人员、监事和核心雇员在内的96名参

与者通过向董事长王传福先生免息借入资金认购员工持股计划权益的方式，向王传福先生购买约3,259万股A

股并自最后购买该计划的A股之日起至本公司刊发有关公告之日（即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止锁定一年，

共同分享公司长期成长带来的收益。 该计划旨在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公司、股东

和员工利益的一致性，吸引和保留优秀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促进公司

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为股东带来更高效、更持久的回报。

二零一五年六月，本集团宣布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6132亿股A股，募集资金最多人民币150亿元，用于铁

动力锂离子电池扩产和新能源汽车研发等项目，以提升集团动力电池产能、解决动力电池的产能瓶颈，保障集

团当前及未来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供应，同时加快新能源汽车基础技术及新车型的研发，丰富新能源汽车

产品线，提升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推动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快速发展。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也将显著提升

集团资本实力、优化资本结构，为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奠下坚实基础。

（三）前景及策略

展望下半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深化，稳增长、扩投资等措施的效应将逐步显现，各项经济

指标回稳，预期中国经济将维持稳步发展。 作为中国能源安全和空气污染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新能源汽车产

业预计将继续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并将保持快速增长。 本集团将继续秉持「技术、质量、责任」的发展理念，凭

借与汽车、电池两大领域的领先技术优势和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的三大核心技术，着力发展新能源相

关业务，通过新能源汽车业务的突破，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品牌的「弯道超车」，并推动全球汽车工业向绿

色环保的变革。

汽车业务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发展方向，中央及各省市在新能源汽车政府采购、推广应用、产业链

研发、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的针对性解决方案，将为新能源汽车各个环节提供全面的政策支持。 另一方

面，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性能的提升以及经济效益优势的显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逐渐从政策驱动转向基本面

驱动，进入全面提速阶段。 当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有效解决了动力系统和续航里程的问题，成为当下更适

合私家车消费者的选择。 本集团对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未来，比亚迪新能源车战略将由私家车和公共交通双轮驱动向全方位全市场拓展，扩大公司新能源车的

应用范围。 私家车方面，本集团预期备受消费者青睐的「秦」有望随着产能的稳步扩张持续热销。 今年上半年

推出的SUV车型「唐」广受市场欢迎，本集团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始加快交付，预期将有效提振本集团的新能源

汽车销量。 本集团还将结合新能源汽车的优势和自主品牌在SUV市场强势崛起的契机，加推中型插电式混合

动力SUV「宋」和紧凑型插电式混合动力SUV「元」，进一步丰富本集团的新能源汽车产品线。

公共交通领域，本集团一方面将致力提高在已进入市场的渗透率，提高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将加快拓展国

内外其他城市，以提高整体销量。此外，本集团将积极实行「7+4」布局，涵盖除私家车、出租车和公交车外的环

卫车、城市商品物流、道路客运和城市建筑物流等七大常规领域及包括仓储、矿山、港口和机场四大特殊领域，

为本集团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面向城市商品物流市场的小型纯电动汽车和小型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也将陆续推向市场。

传统燃油汽车方面，中国汽车市场增速放缓已成趋势，整体汽车经营环境更具挑战。 然而，自主品牌SUV

在多功能性、驾乘体验和性价比表现等方面仍体现出明显优势，将为中国汽车市场增添成长动力。 本集团将把

握SUV市场契机，积极部署开发新SUV车型，准确定位消费者群体，细分目标市场，为传统燃油汽车业务的发

展增添新动力。此外，本集团将继续推行「智战略」，为用户提供综合智能的驾驶解决方案，为消费者带来便利、

舒适、安全的驾乘体验。

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

根据IDC报告显示，二零一八年，预计全球三分之一的消费者将是智能手机用户，从技术层面的产业更新

换代将带动移动通讯终端的需求增长。 中国本土品牌手机厂商凭借不断提升的品质技术水平，品牌知名度和

产品销量有望继续提升。 未来，集团将积极拓展与国内领导品牌厂商的合作关系，积极争取更多中高端机型订

单，推动集团手机部件及组装业务的持续成长。

随着消费者对金属外壳的认可度进一步提高及手机厂商对产品质量的要求逐步提升，越来越多的海内外

手机品牌厂商将选用金属外壳，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机械性能、外观质感及信号接收水平的产品，金属部件

的市场渗透率将继续提升。 本集团将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积极开拓相关市场的业务，继续稳固与新旧

客户的合作关系，从而提升本集团的综合竞争力。

二次充电电池及光伏业务

二次充电电池方面，本集团一方面将继续开拓锂离子电池和镍电池的应用范围，巩固本集团的市场地位；

另一方面将致力加强对铁电池的研发，提高其性能表现，同时稳步扩充铁电池产能，以配合本集团新能源汽车

业务蓬勃发展对铁电池带来的巨大需求。 比亚迪作为全球领先的储能解决方案供货商，将致力于储能系统在

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推广和应用。 光伏业务方面，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多变，然而产业链已开始显现回暖迹

象。 本集团将继续拓展海外新市场，丰富产品类型，扩大应用范围，致力提升该业务收入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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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5年06月30日，本集团新设6家子公司(2014年：21家)，1家注销子公司(2014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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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传福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5-057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以现场结合电话会

议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1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王传福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议并同意发布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业绩公

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 董事会确认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分别编制的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

告， 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以及需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发布的

2015年半年度报告以及业绩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及相关工作人员发布

上述有关文件。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时本公司2015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二、《关于审议公司成立信息披露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成立信息披露委员会的议案》，同意公司成立信息披露委员会，

其中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总裁王传福先生为该委员会主席，其他九名委员分别为：比亚迪电子（国际）有限

公司行政总裁、执行董事王念强先生，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吴经胜先生，高级副总裁李柯女士，董事会秘书、

公司秘书李黔先生，总会计师周亚琳女士，职工代表监事、总裁办公室主任王珍女士，内审负责人鲁文莉女士，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舒酉星先生，商用车销售事业部总经理王杰先生。

备查文件：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比亚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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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土股份 股票代码 00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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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全州 刘波平

电话 0575-8251�9278 0575-8251�9278

传真 0575-8204�5165 0575-8204�5165

电子信箱 a88473368@sina.cn latig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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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2,435,855,502.73 2,911,240,371.55 -16.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99,974,080.78 666,480,677.67 -9.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84,969,260.50 670,130,192.09 -12.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1,122,884.74 1,007,960,111.15 -57.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8 0.87 -1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8 0.87 -1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4% 13.22%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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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8,151,738.80 7,795,834,948.63 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90,112,737.04 5,712,006,558.73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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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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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娟 境内自然人 16.73%

128,303,

262

阮静波 境内自然人 14.54%

111,535,

351

阮加春 境内自然人 7.29% 55,914,062

阮艺媛 境内自然人 5.58% 42,767,909

徐万福 境内自然人 1.39% 10,692,308

阮兴祥 境内自然人 1.20% 9,202,448

阮华林 境内自然人 1.10% 8,457,712

赵国生 境内自然人 0.38% 2,911,934 质押 1,740,000

青海润本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6% 2,773,908

潘爱花 境内自然人 0.34% 2,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阮静波、张爱娟和阮艺媛为控股股东，阮加春是阮静波叔叔，张爱娟为阮静波母亲，阮艺

媛为阮静波妹妹。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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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张爱娟、阮静波、阮艺媛

变更日期 2015年02月16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02）详见2015年1月27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年01月27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张爱娟、阮静波、阮艺媛、阮加春、张云达和阮吉祥

变更日期 2015年02月16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02）详见2015年1月27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年01月27日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较复杂，染料行业下游纺织印染行业需求较弱，产品销售量同比有所下

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35,855,502.73元，同比下降16.33%；实现营业利润727,860,448.85元，

同比下降18.5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99,974,080.78元，同比下降9.98%；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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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阮静波

2015

年

8

月

27

日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8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上午9:30在闰

土大厦1902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8月15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阮静波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8名，实际参加的董事8名，其中现场到场董事5人，独立董事黄卫星

先生、沃健先生和陶鑫良先生以电话会议的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和通讯表决方式通过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决议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该决议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刊登在2015年8月27日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9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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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上午11:00在财

富广场闰土大厦1902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8月15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张志峰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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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决议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

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该决议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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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科技 股票代码 0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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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静

电话 0576-83381688

传真 0576-83381921

电子信箱 sbkj002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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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232,992.66 388,735,788.25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751,302.57 7,070,642.37 -1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747,465.09 6,298,630.38 -8.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515,876.15 19,991,772.25 2.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40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40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1.52%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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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593,649.50 1,300,881,859.70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80,495,995.30 476,760,692.73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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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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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6%

30,765,

931

0

卢旭日

境内自然

人

8.95%

18,033,

351

13,525,013

乐清市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48% 4,991,364 0

朱峰

境内自然

人

2.47% 4,972,635 4,659,464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融赢新时代1号伞形结构化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1% 4,245,776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策略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5% 2,109,904 0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2% 1,861,764 0

齐鲁证券资管－工商银

行－齐鲁星汉2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2% 1,646,71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6% 1,528,02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华优选消费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74% 1,501,632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三变集团有限公司和卢旭日先生存在关联关系，股东卢旭日先生在浙江三

变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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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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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要求，本着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依法

行使职权，较好地保障了股东权益、公司利益和员工的合法权益。

本公司产品所服务的输变电设备制造行业为国家的基础产业，

报告期内， 国家经济下行趋势明显， 国内基础建设投资增长速度放

缓，传统制造业景气度下降，输变电行业过剩的产能造成竞争加剧，

市场恶性竞争造成价格下降，公司市场开拓、维护压力加大。 公司领

导层克服宏观经济下的不利因素， 认真贯彻年度经营计划积极开展

各项工作，继续推进产品标准化、通用化、节材等优化改进，完成产品

的技术转型升级，对主变、干变和风电、太阳能光伏箱等传统、常规产

品进一步优化，完成了高负载农用变压器产品的研发和试制；积极推

进海上风电变压器产品的研发和试制， 公司营业收入38,023.30万

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5.13万元， 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2.19%、18.66%。

2015上半年，公司继续拓展海外总承包业务，完成了项目专项人

员配备；公司通过巩固现有国内客户，利用目前已有的销售渠道，实

现资源共享，订单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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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内合并范围减少子公司的情况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台州正鑫能源有限公司 清算注销 2015年6月17日 8,865,741.36 237,50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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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卢旭日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112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39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

8月1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手机短信方式发出，并通过电话进行确

认，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

际出席7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7�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0票反对；0票弃

权。

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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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田海燕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 100� %；0� 票反对，0�

票弃权。

同意聘任田海燕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田海燕女士简历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附件：

田海燕：女，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毕业于广东商学院，财务管理学学士学位，中级会计师、中级经济

师。 2006年6月至2012年4月就职于广州兴泰会计师事务所，先后任

审计助理、审计员、审计项目经理等职务，2012年5月加入本公司，任

审计专员。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12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40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

8月1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手机短信方式发出，并通过电话进行确

认，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

际出席5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就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占出席会议代表的100%；0�票反对，占出席

会议代表的0%；0�票弃权，占出席会议代表的0%。

经审核，我们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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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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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备查文件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