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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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城投 股票代码 00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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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忠游 何要求

电话 0851-86988177 0851-86988177

传真 0851-86988377 0851-86988377

电子信箱 Tan.zhongyou@gmail.com heyaoqiu@zt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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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44,007,840.10 5,195,404,220.43 5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28,991,439.93 964,046,120.67 48.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8,902,068.72 645,595,913.20 95.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06,808,660.32 460,256,960.29 -861.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321 0.2240 48.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321 0.2240 4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18% 25.50%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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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48,342,953.11 43,394,959,111.93 -0.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427,885,752.24 7,300,327,331.08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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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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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9.52%

1,701,

503,977

373,813,

290

质押

1,491,

810,000

贵阳市城市发展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5%

217,556,

560

0

东吴基金－光大银行－

重庆国际信托－中天城

投（二期）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4.96%

213,607,

592

213,607,

592

渤海证券－工商银行－

渤海分级定增宝8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76%

118,670,

885

118,670,

885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其他 2.53%

108,781,

652

108,781,

652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

东海基金－鑫龙96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3%

44,303,

797

44,303,

797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

东海基金－鑫龙98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6%

37,183,

542

37,183,

542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

东海基金－鑫龙97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6%

37,183,

542

37,183,

542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

富春定增60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46%

19,778,

480

19,778,

48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46%

19,738,

923

19,738,

9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表其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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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其余股东之间，公司未

知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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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陈玉莲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7,333,200股，股东王世宪通过信用担保账

户持有4,958,714股，股东林贤专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4,370,000股，股东万

芳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4,289,500股，股东王学军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3,

975,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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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策与市场综述

宏观经济整体“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

2015年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在下行压力中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的发展态势。

房地产方面，中央出台多项利好政策刺激房地产发展；金融方面，国家进一步放开金融管

制，大力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大健康产业方面，国家进一步明确了健康产业发展方向，到

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以上。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296,868亿元，同比增长

7.0%；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4万亿元，同比增长4.6%；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50,264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3.9%，商品房销售额34,259亿元，同比增长10.0%，增速提高6.9个百分点。

贵州区域经济后发赶超优势明显，多项指标全国居前。

2015年上半年，贵州省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后发赶超优势明显，发展成果显著，以

“大健康、大数据”为核心的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

贵州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4351.07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10.7%，增速排名全国第二；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1493.70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

13.6%，增速在全国的排位由上年同期的第15位上升到第4位，区域房地产市场发展空间较

大。

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增速均居全国第3位。

2015年7月，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省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六项实施计划》，明

确大健康医药产业发展近三年主要目标：到2017年，大健康医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增加值

达到1180亿元。

（二）2015年上半年公司经营和管理情况

2015年，公司继续坚持“创领未来” 的品牌定位，贯彻“先锋思考、严谨执行、务求实

效”的品牌信仰，号召全体上下以“胸怀大局，极端负责”的中天主人翁精神倾力推动“两大

一小”战略目标，全面落实“并购重组、创新发展、产融结合” 实现战略转型升级。

上半年， 公司整体业绩持续稳健上升，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0.44亿元， 同比增长

54.83%；实现净利润14.29亿元，同比增长48.23%。

经营业绩持续稳健，成果丰硕。

我们紧紧抓住2015年上半年房地产宏观政策面进一步宽松，中央及贵州省出台的多重

政策利好促使房地产市场逐步回暖的政策机遇。 公司坚持以销售为核心统领地产板块业

务，未来方舟项目、贵阳国际金融中心项目占据贵阳市住宅、商业地产销售龙头地位，销售

价格稳中有升，公司地产业务实现持续增长。

大金融战略有序推进，大金融生态圈架构明晰。

报告期内，公司确立以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传统金融领域产业主体，以并购重组

为主要手段，获取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等金融机构经营资质和牌照的发展路径，并

将力争年内取得以上资质的更大突破。

在创新金融领域，公司形成以中天普惠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为主体，通过控股、参股、新

设等系列方式，成功获得包括P2P、大数据交易、大数据评估、大数据征信、大数据开发平台、

众筹金融资产交易、互联网金融、移动金融、体育金融等多项业务发展先机，初步形成汇集

各类新兴金融产业实体于一体的普惠金融业态集群，从体系上完成构建集传统金融与创新

金融于一体的金融生态圈雏形。

未来，公司还将以香港投资公司为主体，逐步获取海外金融资产，目前香港公司正在筹

备之中。

上海虎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合伙企业（简称“上海虎铂基金” ）、中天城投集团上海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上海母基金” ）于报告期内取得营业执照，上海母

基金先后设立了金融投资子基金--上海虎铂聚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大

健康投资子基金--上海虎铂康民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能源投资子基金-上

海虎铂新能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并已开展业务，未来按计划继续设立产业

并购子基金，拟增设房地产基金、新三板基金等。

探索“大健康”产业发展思路。

作为长期性和战略性产业发展方向，2015年是公司大健康产业研究、学习的关键年，公

司初步探索出一条基于互联网+战略及O2O技术，形成一套以人的需求为核心，涵盖“医、

养、护、检、药”在内的 “大健康”产业构架体系发展思路。

同时，公司将依托已有成熟社区资源、规模化区域体育健身资源和区域领先教育资源，

紧抓《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和《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发布后所带来的体育产业市场化发展机遇，整合各类体育协会、训练基地、国外先进训练技

术、赛事组织方和体育金融等优势要素，构建包括青少年足球、青少年体育健身、体育游戏

竞猜、专业体育装备在内的“大健康+体育” 规模化产业体系，将其建设成为“大健康” 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公司“小地产”的特色配套精品资源。

未来，我们将紧跟区域“大健康” 产业发展步伐，抢占先期战略布局，纵深推进“大健

康”产业发展。

目前，大健康产业投资公司己在筹备之中。

中天教育续创辉煌，中天中学以中考平均分576分的优异成绩，实现贵阳市中考成绩6

连冠，在2015年中考中全校600分以上考生占全市600分以上考生总数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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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新设成立中天城投集团上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本公司直接持有99.95%的股权，将其纳入合并范围。 除新设增加上述单

位外，报告期合并范围未发生其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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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5-99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

28

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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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28次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下午在公司

201中心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期半天，会议为定期会议。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4

日以电话或电邮方式通知各位公司董事。 应参加会议董事12人，亲自出席及授权出席董事

12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决议公告如下：

1．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

资讯网公司公告。

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并通过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同意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有关具体内容详见《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与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公司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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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

16

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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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16次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李梅女士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形成决议公告如下：

1．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并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各项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要求，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

真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2）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报告期内没有发现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在公司

依法运作、公司财务等方面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

未发现损害股东权益或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行为。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真实反映公司2015年上半年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并通过 《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同意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符合相关规定。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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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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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现将中天城投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4年8月11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4]819号文核准，并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14年12月9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6名特定投资者发

行了427,215,189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699,999,

994.48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63,000,288.7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636,999,

705.78元。 该募集资金事项，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XYZH/2014CDA3045-1� 号

《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

860,504,110.15元（含手续费，包括直接投入募投项目1,094,913,167.15元，置换先期自

筹资金投入765,590,943.00元）， 其中以前年度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441,974,

236.86元，本报告期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18,529,873.29元；累计收取募集资金存款利

息收入人民币530,724.57元； 累计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人民币917,702,

871.37元， 累计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917,702,871.37元 （已全部归

还）。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存款余额为人民币777,026,320.20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根据《证券法》、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公司子公司中

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已在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明支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公司子公司中天城

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金阳支行开设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上述四家开设专户的银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所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以下简称“专户” ）。 公司及相应子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通证券公司” ）、开户银行共同签订了《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协议，专户银行定期向公司及相应子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海通证

券公司，公司授权保荐机构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专户资料，保荐机构可以采取现

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已经按照与海

通证券公司、开户银行共同签订的《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截止日余额（元） 存放方式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贵阳分行营业部 37010157400021830 324,394,165.14 活期

招商银行贵阳分行营业部 851900147010306 287,745,506.94 活期

贵阳银行南明支行营业部 10510120060001329 162,348,581.63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贵阳金阳支行 52001463600059977777 2,538,066.49 活期

合计 777,026,320.20

三、本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目前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募集资金，

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披露。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止日期：2015年6月30日

编制单位：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2,636,999,705.78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8,529,873.29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截止报告期末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860,504,110.1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1）

报告期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贵阳国际金融中

心一期商务区项目

否

2,400,

000,

000.00

2,400,

000,

000.00

418,

529,

513.29

1,563,

023,

548.15

65.13 否

2.�贵阳市云岩渔安、

安井回迁安置居住

区E组团（公租房组

团）项目

否

300,000,

000.00

300,000,

000.00

360.00

297,

480,

562.00

99.16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700,

000,

000.00

2,700,

000,

000.00

418,

529,

873.29

1,860,

504,

110.15

超募资金投向 公司未超募资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按计划进度顺利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计划募集资金2,700,000,000.00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金额2,636,999,705.78

元，公司未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

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实施主体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截至 2014年 12月9日，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以自有资金预先投入两个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共计765,590,943.00元。 公司于 2014�年12�月 1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同意前述置换事项，并已由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出具了

明确的意见， 同意公司进行置换。 公司2014年度12月实际置换先期自筹资金投入

765,590,943.00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2014年12月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0万元 （含本

数）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2014年12月17日起起算不超过

6个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发表明确同意意见。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

司共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917,702,871.37元，已累计归还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917,702,871.37元（已全部归还）。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项目尚未实施完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已经按照与海通证券公司、开户银行共同签订的《中天城投集团股份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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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电瓷 股票代码 002606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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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永久 王 石

电话 0411-84305686 0411-62272888

传真 0411-84307907 0411-84307907

电子信箱 zqb@insulators.cn wshi@insulato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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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32,545.69 271,932,946.86 -3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438,280.95 7,679,327.36 -27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268,040.27 3,971,362.44 -585.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4,785,905.52 45,373,000.56 -1.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2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4 -2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6% 1.06%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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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7,839,136.54 1,325,984,084.65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2,735,869.90 730,326,544.04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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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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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桂雪 境内自然人 27.01%

54,010,

000

48,000,

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投瑞银锐意改革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55% 5,108,63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盈转型动力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34% 4,688,035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兴赢兴莞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5% 2,090,929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94% 1,885,000

于树圣 境内自然人 0.75% 1,500,000

姜雪 境内自然人 0.72% 1,432,700

敬瑞丰 境内自然人 0.72% 1,431,511

李峰 境内自然人 0.65% 1,290,000

阎芷苓 境内自然人 0.63% 1,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普通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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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公司股东姜雪通过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32700股，占公司股份比例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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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电力行业，作为重要的能源保障产业，积极发挥着其不可

替代的调和、带动作用。 2014年底开始，国内电力项目建设速度加快，新建输电线路工程数

量增多，总体看，绝缘子领域市场需求稳中向好，但行业内厂家竞争更加激烈。

报告期内，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和发展规划，公司紧抓市场机遇，着力应对竞争，

克服了新产品、新工艺，以及交货延期等复杂情况，为企业中长期稳定经营积蓄了力量。

（1）主营业务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高压输电线路用瓷、复合绝缘子，电站用瓷、复合绝缘子，以及金具产品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公司产品主要为电力电网工程配套，用户主要为国内外的电网公司，

部分产品（主要为电站电瓷）也向主机厂供货，为大型一次设备（如变压器，断路器开关等）

配套。 报告期公司主业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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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32,545.69 271,932,946.86 -33.13%

部分大项目交货期延后，产

品短期滞压在库，未形成收

入。

营业成本 133,795,605.73 186,625,924.46 -28.31%

销售费用 17,769,409.01 20,113,729.22 -11.66%

管理费用 45,552,367.80 49,838,661.09 -8.60%

财务费用 8,090,699.19 7,054,254.00 14.69%

所得税费用 -2,653,159.13 342,200.10 -875.32% 主要是报告期亏损所致。

研发投入 10514163.47 10019648.96 4.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4,785,905.52 45,373,000.56 -1.2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487,834.63 -68,011,988.05 58.11%

去年同期对外增加长期股

权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753,167.34 -109,267,781.41 108.93%

报告期取得借款增加、偿还

前期借款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6,509,093.73 -131,716,552.71 120.13%

去年同期对外增加长期股

权投资及报告期取得借款

增加、偿还前期借款减少所

致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目前，国内对跨区送电及特高压输电项目的建设需求日益增大。 2015年上半年,蒙西

至天津、榆横至潍坊、酒泉至湘潭、晋北至江苏四条特高压线路获核准开工，预计锡盟至泰

州、上海庙至山东、滇西北至广东三条特高压线路也将陆续核准开工。 同时，伴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我国的电力技术有望走出国门，现国网公司已与巴基斯坦、埃塞俄

比亚、肯尼亚、俄罗斯、印尼等国家的电力公司进行前期探讨。 总体看，我国高等级输电线

路的建设推进速度有所加快，并有望在国际上获得更大推广，绝缘子行业前景稳定。

伴随机遇，亦有挑战。 受制于行业特点，公司仍面对着竞争环境恶化，运营成本高企等

不利情况。 为此，公司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方针，对外：紧抓国内市场机遇，加大力度巩固

行业地位，同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强化国内外市场的调剂互补作用；对内：更新观念，深化

管理，严格控制成本，细化过程控制，以质量建口碑，以效能强实力。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市场维护

国内市场，公司紧跟项目进度，积极促进用户沟通，努力提升销售服务质量，在项目竞

标中保持主动，目前国内项目在手订单超3亿元；国际市场，公司一方面加强售后服务，夯实

老用户群，另一方面大力推广，着眼于东南亚新兴市场，挖掘新客户。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

前期反倾销、特保关税带来的不利颓势已逐步缓解，现出口项目在手订单超1亿元。

（2）研发创新

随着科研项目的不断投入，公司研发硬件条件有所加强，自主研发能力亦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在低成本配方研究、优化产品性能方面，公司坚持理念，持续攻关，现已取得阶段

性成果；同时，公司新产品研发也取得一定成效，继成功推出±1100kV复合绝缘子之后，公

司研发的840（760）kN交、直流瓷绝缘子也有望年内进行技术鉴定，届时公司将有能力满

足用户提出的更高产品要求。

（3）生产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成本控制，将精益管理、成本领先的工作理念深入贯彻到经营活动

的各个环节，并在多角度、大范围推动供产销协同管控，建立了内外部信共享机制。 同时，

公司加强工艺过程管控，围绕降低过损、提高效能、优化质量、减少浪费的核心理念，在成本

控制和质量优先的目标博弈中取得了平衡。

下半年的打算:

2015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经营目标，对外，把握机遇，稳定市场占有率；对内，推

行精益生产、强化质量管控，提高用户满意度。 同时，公司还将着力优化组织结构，不断提

升管理信息化水平，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并致力于全集团运营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完成经营

任务，促进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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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缘子

155,016,

357.40

109,238,

945.70

29.53% -38.88% -35.53% 降低了3.66个百分点

其他产品 23,131,514.03 21,852,628.08 5.53% 26.87% 27.59% 降低了0.53个百分点

分产品

悬瓷绝缘子 97,240,310.88 62,036,093.62 36.20% -51.90% -50.96% 降低了1.22个百分点

电站电瓷 12,138,513.25 11,214,004.98 7.62% -27.22% -22.64% 降低了5.46个百分点

复合绝缘子 45,637,533.27 35,988,847.10 21.14% 31.23% 26.55% 提高了2.92个百分点

其他产品 23,131,514.03 21,852,628.08 5.53% 26.87% 27.59% 降低了0.53个百分点

分地区

国内

131,921,

037.73

94,949,576.31 28.03% -38.25% -27.75%

降低了10.46个百分

点

国外 46,226,833.70 36,141,997.47 21.82% -20.60% -34.46%

提高了16.54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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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桂雪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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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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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

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7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

件及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0名，实际参会董事10� 名，部分公司

高管、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桂雪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审议，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内容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注销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注销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大连电瓷集团

进出口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关于本议案， 内容详见2015年8月28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香港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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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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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

月27日上午，在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78号华邦上都大厦A座12楼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2015年8月17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会

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主席张道骏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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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

内容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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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销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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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决定注销香港全资子公司大连电瓷集团进

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瓷集团进出口公司” ）。

本次注销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大连电瓷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大连电瓷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12月9日；

3、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4、注册资本：港币630万元（约合人民币500万元），公司出资比例100%；

5、注册地址：中国香港；

6、经营范围：对外投资、国际市场合作开发、进出口贸易等。

截止2015年7月31日，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实际出资。

二、注销电瓷集团进出口公司的原因

电瓷集团进出口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只承担了部分对外宣传联

络和海外服务等工作，为公司增强企业国际形象、拓展国际业务等起到了一定作用，随着公

司国际出口业务的整合，该业务已并入公司国际营销部。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的需要，为精简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效率，整合公司现有资源、降低

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故拟注销此全资子公司，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相

关注销手续。

三、注销电瓷集团进出口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该子公司自成立以来未有实质性业务，因此注销该子公司，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

发生相应地发生变化外，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

和公司整体生产经营、业务发展及盈利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公司将根据电瓷集团进出口公

司注销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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