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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204

证券简称：大连重工 公告编号：

2015-039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023

证券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201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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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重工 股票代码 0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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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旭峰

电话 0411-86852187/0411-86852802

传真 0411-86852222

电子信箱 dlzg002204@dhidc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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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7,136,313.50 2,841,420,441.13 2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47,161.15 21,363,718.61 -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8,002,369.03 -15,559,792.6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3,801,844.67 -340,150,736.0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2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1% 0.3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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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3,323,861.99 18,673,164,224.58 -6.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503,092,759.87 6,504,312,168.24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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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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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重工·起

重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61.46%

593,483,

083

0

大连市国有资

产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57% 53,744,810 0

张俊卿 境内自然人 0.27% 2,574,000 0

黄辉 境内自然人 0.17% 1,688,000 0

王志 境内自然人 0.15% 1,493,720 0

姜国明 境内自然人 0.14% 1,345,572 0

武杰 境内自然人 0.14% 1,328,080 0

毛凤英 境内自然人 0.13% 1,216,900 0

解方为 境内自然人 0.12% 1,204,700 0

于修江 境内自然人 0.12% 1,189,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大连重工?起重集团有限公司与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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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10名股东中，黄辉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531,500股，王志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

493,720股，姜国明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345,572股，毛凤英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209,

100股，解方为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204,700股，于修江通过信用账户持有1,18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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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渡期，宏观经济增速有

所放缓，经济增长处于“新常态” 。 面对复杂变化的经济和市场形势，公司管理

层紧密围绕着年初制定的2015年度工作计划，贯彻董事会的战略部署，深化改

革创新，努力提质增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努力保障公司业绩的稳定，总体保

持了平稳发展的运行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4.87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22.7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44.72万元，较上年同期

下降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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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报告期内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大连重工国际贸易香港有限公

司。

②本报告期内无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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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宋甲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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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力股份 股票代码 002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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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乐 童海燕

电话 0550-6678809 0550-6678809

传真 0550-6678868 0550-6678868

电子信箱 yl@deliglass.com deli@deligl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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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609,530.80 476,803,298.32 -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97,779.93 34,710,953.79 -8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891,623.76 27,384,777.65 -85.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462,485.48 -39,859,578.33 133.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3 0.0886 -84.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3 0.0886 -84.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3% 2.18%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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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1,578,777.38 2,269,492,614.82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87,126,154.16 1,581,928,374.23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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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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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卫东 境内自然人 41.97%

164,500,

000

123,375,000 质押 76,350,000

新余德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19,600,

000

19,500,000

李欣 境内自然人 3.22% 12,602,555 0

津杉华融（天

津）产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94% 3,672,708 0

周晨 境内自然人 0.90% 3,516,522 0

周信钢 境内自然人 0.66% 2,578,101 0

梁荣 境内自然人 0.65% 2,561,300 0

王战胜 境内自然人 0.39% 1,537,100 0

周倩仪 境内自然人 0.37% 1,435,900 0

丁大刚 境内自然人 0.36% 1,42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新余德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公司管理层持股公司且为发起人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李欣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周信钢通过国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梁荣通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王战胜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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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经营情况

2015年上半年，公司所处的行业受整体经济环境低迷的影响继续承压，行业低水平供

给过剩，自主创新能力仍相对较弱，低质低价、同质化问题突出，产能结构性过剩以及原辅

材料、劳动力成本增加是影响行业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重要因素。

同时，受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的影响，节能减排仍是行业的一大任务。 发达国家的

绿色壁垒和我国严格的减排目标导致行业面临节能减排和市场变化的双重压力，考验着行

业的承受力和应变能力。 报告期行业出口量环比下降12%，金额下降11.84%。

面对不断下行的压力及行业景气度下降的情况，公司通过产品结构的调整及持续的产

品轻量化改造来有效控制成本，保持了公司市场占有率和产销率的稳定；彩色玻璃器皿等

新品得以较快的打入市场。

公司认为“一带一路”规划的稳步推进对于公司实施“走出去战略”具有深远意义，是

公司“走出去战略”得以实现的良机。 报告期内，公司与哈萨克斯坦GALANZ� bottlers股

份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3110.64万元，同比降低

9.42%；实现利润总额1459.55万元，同比降低66.7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9.73

万元，同比降低85.03%。 @�（二）、公司重要经营管理事项回顾

1、报告期内，公司二号、八号窑炉顺利完成窑炉的例行检修并点火投产。

2、报告期内，为实施“走出去” 战略及响应“一带一路”规划，公司与哈萨克斯坦

GALANZ?bottlers股份公司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目前处于项目可研论证阶段。

3、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凤阳德瑞矿业有限公司参股的中都瑞华成功竞拍木屐山

地段矿权后基本完成前期相关审批工作，即将开始矿石开采前相应的基建工作。

4、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天睿投资以叁仟叁佰伍拾万元完成了对北京若森数字科技有限

公司占股10%的投资，若森数字致力于研发以三维图像为核心的数字媒体新技术，并应用

于影视动画、影视特效、网络游戏开发、互动程序开发、互联网图像等多方面技术领域，目前

拥有《画江湖不良人》、《侠岚》等多款成名动漫作品；以柒佰伍拾万元完成了对上海星艾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占股7.5%的投资，星艾网络致力于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互联网视频直播秀

场交友社区。

5、报告期内，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了公司股票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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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1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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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通知于2015年8月17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并于2015年8月27日在公司销售研发办公大楼五

楼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施卫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并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完成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议工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公司监事会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号2015-045)详见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号

2015-043）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备查文件

1、《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

宜的独立意见。

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

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2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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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通知于2015年8月17日以电话方式发出， 并于2015年8月27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的

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晓祖先生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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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号2015-045）详见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审议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公告号

2015-043）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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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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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同意公司撤销在华夏银行合肥分

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将存放在华夏银行合肥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转存到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同意公司撤销原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

设的募集资金账户，将存放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余额分

别转至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淮上支行新开账户进行专项存储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凤阳支行新开账户进行专项存储，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1]417号”文《关于核准安徽德力日用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

20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28.8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33,600,

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45,969,100.00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87,630,

900.00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凤阳支行、徽商银行蚌埠淮上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徽州大道支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西路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相关协议。 2014年9月29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专

户的议案》，同意公司注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徽州大道支行超募资金专用账户，同

时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设新的超募资金专用账户，该专户为公司超募资金

的存放与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3]871号文的核

准，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8月份向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51,550,700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10.4元/股，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已于2013年8月9日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职业字[2013]60号《验资

报告》。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36,127,280.00元， 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18,693,

350.7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17,433,929.30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公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

证券”或“保荐机构” ）、徽商银行蚌埠淮上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阳支行、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阳支行、蚌埠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吴小街支行共同签订了募集资金相关协议。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变更情况

截止 2015年 7月 31日公司存放于华夏银行合肥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

14750000000402040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余额为7,250,582.75元。为配合公司经

营管理需要，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公司拟撤销原华夏银行合肥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

账户，将存放在华夏银行合肥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余额转存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蚌埠分行（金额为人民币：7,250,582.75元，具体以转账日金额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

权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变更的具体事宜，并与国海证券、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变更情况

截止2015年7月31日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

76690188000397240余额为69,981,963.90元。为配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加强公司募集资

金的管理，公司拟撤销原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账户，将存

放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余额分别转至徽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蚌埠分行淮上支行新开账户进行专项存储（存放金额为人民币：34,981,963.90元，

具体以转账日金额为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阳支行新开账户进行专项存储

（存放金额为人民币35,000,000.00元，具体以转账日金额为准）。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财

务管理中心办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变更的具体事宜，并与国海证券、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蚌埠分行淮上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阳支行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变更后，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专项账户

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计划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加强了

对募集资金的管理，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效率，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用

户及授权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办理相关具体事宜，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专项账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 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授权公司财务管理中心办理相关具体

事宜。

四、保荐机构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德力股份根据经营管理需

要变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符合公司的利益，未影响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

且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14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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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同意德力股份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

宜的独立意见。

3、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

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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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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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券

简称：德力股份，证券代码：002571）于2015年5月4日开市起停牌。 经公司研究确认为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并经2015年5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策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自2015年

5月11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5年6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8月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

牌公告》，且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

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进展公告。

本次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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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特高新 股票代码 0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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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平 周理江

电话 028-85921029 028-85921029

传真 028-85921038 028-85921038

电子信箱 board@haitegroup.com board@haite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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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977,502.18 224,255,112.64 -4.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327,311.53 71,348,335.55 -35.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435,511.78 66,542,332.22 -4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7,084,648.35 5,539,324.23 -1,852.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1 -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1 -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4.53%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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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1,484,740.32 2,952,013,573.54 3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76,965,983.61 1,665,346,839.2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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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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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飚

境内自然

人

18.99% 128,013,914 128,013,914

李再春

境内自然

人

7.72% 52,000,000 质押

52,0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3.37% 22,728,543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5% 17,891,115

中国农业银行－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53% 17,041,98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中

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86% 12,557,68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科

技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0% 10,101,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其他 1.28% 8,60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分红-018L-FH001深

其他 1.13% 7,619,278

王万和

境内自然

人

0.95% 6,387,534 质押

4,100,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李飚先生系李再春先生之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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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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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董事会制定的战略规划为中心，持续推进“同心多

元” 发展战略，夯实公司在航空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开拓公司在集成电路产业

的新利润增长点。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经营业绩和措施有：

（一）、业绩保持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拓展主营业务，各项业务平稳有序发展，2015年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498万元，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633万元。

（二）、战略实施步伐加快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涉及航空新技术研发与制造、航空维修、航空培训、航

空融资租赁、以及集成电路产业。 1、航空新技术研发与制造业务方面：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为积极响应国家“民参军” 的

号召，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步伐，2015年上半年，公司进一步加强技术创新

能力建设，加大技术创新项目储备、提升技术攻关能力、强化项目管理。 航空

新技术研发制造业务板块已形成产品量产、多种新型号在研，以及多个项目预

研全面推进的良好局面。 某型航空动力控制系统正批量化生产；其他多型号

航空动力控制系统项目的研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可满足多型直升机使用

需求的电动救援绞车研制项目和氧气系统即将进入试飞测试阶段。

2、航空维修业务方面：公司航空维修业务覆盖运输飞机、通用飞机、直升

机整机维修、发动机维修和部附件维修以及技术服务。 一是，加强了维修能力

建设，继续加强FAA能力项目建设，加快推进EASA资质认证工作。二是、加快

公司干线飞机整机维修业务的发展。 天津海特飞机工程公司是公司干线飞机

整机大修和改装基地，2015年上半年已正式投入运营。目前已取得CAAC颁发

的空客A320机型4C检维修许可证，正积极向CAAC申请A320机型8C检维修

许可。 天津宜捷海特通用航空服务有限公司支线飞机、公务机定检维修以及航

线维护任务业务均正常开展。 天津翔宇航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运营恢复工作

正逐步开展。 三、航空发动机、辅助动力装置（APU）维修业务稳定增长，2015

年上半年，公司加强了三种新型号航空发动机维修能力开发工作。

3、航空培训业务方面：2015上半年，新加坡培训基地已正式投入运营，首

批2台模拟机已经安装调式完毕，东南亚及西亚地区航空培训市场拓展工作正

有序推进当中。 新加坡航空培训基地是公司践行“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的优

质成果，也是国内航空产业重要的海外投资项目，目前公司已初步完成海内海

外的航空培训市场布局，公司在航空培训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将进一步提升，

综合实力将得以增强。

（三）、投融资工作

1、按照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公司于2015年开展再融资工作(非公开发行股

票)，并于2015年7月15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661号）。

2、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投资5.55亿元收购成都嘉石

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交易完成后，持有其52.91%的股权。 目前，公

司已完成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工作，嘉石科技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嘉石科

技拥有自主研发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以及从国外

引进的第二代半导体集成电路工艺，其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国内第一条6吋第二

代/第三代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线，能有效抓住市场需求，填补国内市场空白，

市场前景广阔。 国家、省政府对本项目高度关注和支持，已经获得国家、四川

省多项专项扶持资金。 作为原国有控股的信息产业国家战略型公司，本次公

司控股嘉石科技进军高端芯片研制产业，是混合所有制民企控股典范案例。

目前，嘉石科技正积极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采购、高端人才引进等工作。

（四）、强化内控建设、提升投资者保护力度

2015上半年，公司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

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公司通过接听投资者专线

电话、回复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咨询、接待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

者）到访公司开展现场和异地集中调研活动等途径与投资者保持通畅的沟通

交流。

公司作为一家综合航空技术服务提供商，2015年上半年基本完成了航空

产业的战略布局，达到了预期的经营管理目标，公司有信心顺利完成全年经营

目标，以良好的业绩回报公司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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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合并范围因股权收购增加嘉石科技1家公司、 转让股权减少汇升景1

家公司。

①本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

受让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4,300万元

受让成都嘉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石科技” ）原股东四川升势工程有

限公司、北京天航阳普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江苏雷电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嘉石

科技共计8.01%的股权（对应出资额4,300万元），并以自有资金51,200万元

对嘉石科技进行增资，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嘉石科技52.91%

的股权，并2015年4月完成实质控制权的转移。 因此根据合并报表准则，以

2015年4月30日作为合并日，将嘉石科技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②本公司与海特实业于2015年4月2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转

让本公司直接持有子公司成都汇升景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股权转让价

格为以33,392,055.50元，2015年6月17日完成对汇升景控制权的转移,汇升

景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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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飚

201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023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2015－045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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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8日以书面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27日上午9：

30时在成都市高新区科园南路1号本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飚先生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董

事充分讨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刊登于2015年8月28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2015-047）。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5年8月28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023

股票简称：海特高新 公告编号：

2015-046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27日上午10：

3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虞刚先生召

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虞刚、欧智、马勇等3名监事均亲自出席，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

论，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做出如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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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其摘要具体内容刊登于2015年8月28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告编号2015-047）。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刊登于

2015年8月28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四川海特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