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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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宝股份 股票代码 0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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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明 李振兴

电话 0511-86644409 0511-86644324

传真 0511-86644324 0511-86644324

电子信箱 zhangjm01@hengbao.com lizx01@hengb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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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692,813.35 606,591,368.07 2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3,558,410.07 100,288,961.83 2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0,326,979.41 91,424,921.04 2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10,745,156.04 -23,461,593.94 372.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4 2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4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43% 9.88%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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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924,291.61 1,583,424,984.06 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14,608,130.56 1,251,233,811.95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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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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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云宝

境内自

然人

21.42% 152,752,000 73,398,400 质押

145,259,

000

马晓兰

境内自

然人

0.91% 6,496,2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银安盛增

长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4% 5,299,909

包东群

境内自

然人

0.72% 5,152,449

蔡晓

境内自

然人

0.72% 5,113,395

中国工商银行－浦

银安盛价值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7% 4,079,687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7% 4,061,88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54% 3,861,919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42% 3,027,20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中证移

动互联网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41% 2,926,6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钱云宝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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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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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包东群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

152,449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前十大股东蔡晓通

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110,686股，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709股；前十大股东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2,727,

204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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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724,924,291.61元，比年初增长8.94%；报告期末公司净资产1,

314,608,130.56元，比年初增长5.06%；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4,692,813.35元，比

上年同期增长26.06%；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3,558,410.07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20%。 报告期公司保持了稳定的发展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金融IC卡产品在保持较好的价格前提下发卡量有了大幅的提升；公司

居民健康卡产品在云南、浙江、河北实现批量发卡，成功入围了广西农信居民健康卡项目，

在辽宁居民健康卡项目中率先发行双界面居民健康卡；公司新开发的安全产品二代OTP已

经开始商用，并成功中标民生银行，新开发的安全产品蓝牙二代USBKey已经开始商用，并

成功中标贵阳银行；公司的创新产品蓝牙非接金融IC异型卡，已经可以商用，正在积极推

广；移动支付NFC-SWP卡同时入围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以极佳的价量组合中标中

移动、电信的集采并已开始批量供卡；为配合移动运营商开拓并管理移动支付业务而开发

的移动支付综合管理平台及安全解决方案已经具备商用部署能力，已经参与了中国移动总

部和相关省份的应用开发、TSM调测和商用推广工作， 已经为中国电信实现了8家银行卡

(光大、邮储、中行、中信、广发、渤海、兴业、平安)应用的开发和调测，全程参与了中国联通从

TSM开始建设到卡片应用开发及系统调测的全过程，为联通提供了光大、广发、中信等多家

银行应用；在研发上，公司围绕既定的战略规划，加大了支持移动支付线上、线下用户身份

识别认证、支付安全创新产品和系统产品的研发投入?，正朝着既定的发展战略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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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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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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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宣工 股票代码 0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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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廷闽 辛丽建

电话 03133186075 03133186222

传真 03133186026 03133186026

电子信箱 hbxg2@hbxg.com hbxg2@hbx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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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3,861,

271.23

162,081,

931.29

-48.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305,

918.47

1,936,

721.64

-1,61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41,119,

492.90

1,727,

697.14

-2,480.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748,

418.48

64,101,

750.90

-118.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8 0.0098 -1,610.2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8 0.0098 -1,610.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2% 0.37% -6.99%

项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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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3,606,

426.08

1,465,196,

382.24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11,426,

751.32

449,425,

830.82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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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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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35.54% 70,369,667

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91% 21,611,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领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31% 6,549,75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工银瑞信总回报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3% 3,816,084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绩优

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2% 3,800,03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兴和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1% 2,196,69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6% 2,090,30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新金融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1% 2,000,0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建行810

其他 0.90% 1,784,061

山东意正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86% 1,702,9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与河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股东的股份变化为二级市场行为,公司未知其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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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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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基本格局下，工程机械行业在传统的销售旺季

依然出现“旺季不旺” 的局面，面对整个行业持续低迷运行的新常态，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和

经营层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经营目标，坚持以提升经营业绩为导向，紧扣“拓宽业务出口、

严把采购进口” 两条工作主线，大力推进经营模式转型，加快生产经营单元与市场接轨步

伐，主体生产厂模拟市场化运行，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充分激发企业内在活力。 推进企业技

术进步，对全系列产品升级提档，打造精品，提升产品创效能力。 完善质保体系建设，加强过

程质量管控，把质量控制重心从完工检验前沿到过程控制，降低早期故障率，提升产品市场

竞争能力。 强化物资采购、准时化生产、经营风险预警、全员设备维护等专业体系管控，全面

提升管理创效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3,861,271.23元，实现净利润-29,305,918.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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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常战芳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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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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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8月27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2015年8月11日公司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

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表决票董事总数的100%，审

议通过《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二、关联董事常战芳、周之胜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高栋章、杨志军、宋学镜、周绍利、李

涛对 《关于调整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进行表决。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该项议案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表决票董事总数的

100%。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票占本次董事会有表决票董事总数的100%，审

议通过 《关于河北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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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8月27日上午10：

00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占海主持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全文详见巨潮

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该项议案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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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简称：河北宣工 证券代码：

000923

公告编码：

2015--40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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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向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工发展”或“控股股东” ）销售主机、材

料、毛坯2000万元，根据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经营工作的需要，公司决定2015年度增加向关

联方宣工发展分公司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公司配件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2800

万元。

2015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5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常战芳、周之胜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

案。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预计增加

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上市公司生产或经营的

各种产品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配件

分公司

2800

合计 2800

调整后公司2015年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不含税）

上年实际发

生的总金额

占同类交

易的比例

向关联人采购与主

业生产有关的各种

原材料

宣化工程挖掘机有

限公司

0-300万元

总计

100-4800

万元

79万元 0.37%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0-2000万

元

0�万元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分公司

0-300万元 0�万元

舞阳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

0-300万元 0�万元

邯钢集团邯宝钢铁

有限公司

0-300万元 0�万元

唐山中厚板材有限

公司

0-300�万元 0�万元

石家庄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100-1000�

万元

137�万元 0.64%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300万元 0�万元

向关联人销售上市

公司生产或经营的

各种产品

宣化工程挖掘机有

限公司

0-300万元

总计

1000-14600

万元

0�万元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500-2000�

万元

447万元 1.83%

河北钢铁集团矿业

有限公司

500-2000�

万元

906万元 3.72%

唐山曹妃甸钢铁物

流有限公司

0-300�万元 0万元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邯郸分公司

0-3000

万元

0万元

宣化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0-2500万

元

0万元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承德分公司

0-1000万

元

0万元

石家庄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0-500万元 0万元

邯钢集团衡水薄板

有限责任公司

0-200万元 0万元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配件

分公司

2800万元 0万元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和金融服务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100-300万

元

总计

100-300

万元

121�万元 100

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宣工发展及其分公司累计发生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4436万

元。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配件分公司（以下简称：宣工发展配件分公司），经营

范围:制造销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其配件；机械加工、修配；工程机械吊装、修理、销售；工

程机械、汽车配件、钢材、建筑材料销售；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承包转让。（以上经营范围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宣工发展配件分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宣工发展的分公司， 与本公司属同受宣工发展控

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为上市公

司的关联法人。

宣工发展履约能力分析见2015年4月2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15－017号公告。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配件分公司营业住所： 河北宣化东升路21号， 截至

2015年6月30日， 总资产：28,343,327.31元， 净资产：37,088.69元， 实现营业收入：140,

012.81元，利润总额：37,088.69元。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

格为基础，未明显高于或低于公司与其他非关联方的交易价格，没有损害关联交易双方的利

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充分利用宣工发展及其分公司拥有的销售渠道优势为公司生产经营

服务，该项日常关联交易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

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1、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审议关于调整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常战

芳、周之胜履行回避表决义务，表决程序合法合规；2、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为市场价格，有

利于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或者被其控制；3、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合理，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和中小股东的权

益。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5-72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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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康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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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海瑜

电话 0512-82557563

传真 0512-82557644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akco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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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634,596.49 1,001,241,480.77 36.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8,192,367.74 36,257,653.01 3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019,417.08 34,030,429.48 4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4,835,079.38 -44,272,735.93 117.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2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2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2.89%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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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67,451,463.90 8,423,742,626.71 1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346,919,328.67 2,298,834,164.61 2.09%

注： 本报告期每股收益同比下降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实施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股本由362,500,000增加至 725,000,000股所致；本报告期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主要

系2014年下半年实施完成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导致净资产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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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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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爱康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76%

135,999,

000

质押

135,999,

000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72%

113,987,

250

质押

113,987,

250

邹承慧

境内自然

人

3.61% 26,182,526 22,836,896 质押

18,800,

000

北京创恒鼎盛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59% 18,800,000 18,800,000

18,800,

000

国联安基金-浦发银

行-国联安-鑫富越

定增1号特定多客户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48% 18,000,000 18,000,000

财通基金－光大银

行-富春96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81% 13,134,164 13,134,164

周雪钦

境内自然

人

1.79% 13,000,000 13,000,000 质押

13,000,

000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79% 13,000,000 13,000,000

兴业全球基金-光大

银行-兴全定增63号

分级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5% 11,960,000 11,960,000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2% 11,745,000 质押

11,745,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爱康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邹承慧

控制的关联企业，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上述其他股

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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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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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光伏产业形势有所好转，市场稳步扩大。 公

司光伏制造板块和光伏发电板块业务均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本报告期营业总收入较上期同

比增加36.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32.92%，总资产同比增加12.39%，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加2.09%。

1、公司对制造板块，主要是以稳定产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努力保持市场占有率和

盈利水平为经营策略。 按照董事会要求，制造业不盲目扩大生产，不盲目接收订单，以回款

周期和盈利水平作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管理层较好地贯彻了经营策略，减少环节浪费，持续

改进工艺，推行标准成本等手段，使制造业在报告期内取得了稳健的发展。

2、 公司维持年初制定的2014年光伏发电业务目标不变，同时管理层认为，迅速增加电

站的持有体量，锁定优势电价，相对于因融资成本较高对公司业绩的短期影响将会更有利于

公司和股东的长远利益。 依据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公司力争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有一定

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光伏发电运营商。 截止报告期末，实现电力销售收入1.96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87.527%，转型成果初步显现。

目前公司在建或拟建光伏电站超过500MW， 公司将通过自建或收购的形式继续推动

光伏电站持有规模的增加，在光伏电站的持有量上继续保持国内民营企业中的领先地位；同

时公司重点关注前期已并网的存量电站的质量的提升和系统的优化，报告期内公司已建立

光伏电站检测优化中心，检测设备购置并调试完毕、检测标准试行稿已经完成，目前正在组

织专家对存量电站进行系统和设备检测，寻找瓶颈环节，提升系统效率，为光伏后市场平台

中的光伏电站分级及评估公司进行筹备。电站检测优化是增加公司资产收益率的重要举措，

也是打造电站金融平台的关键环节。

3、报告期内公司边框、支架、EVA、焊带、电力等营业收入增加带来利润的增长。制造业

稳步发展，光伏发电快速推进，金融支持助推成长。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计划实施顺利，制造

业整体取得了较为稳定的成长，营业收入稳中有升，毛利水平逐步改善，并开始剥离盈利能

力较差的制造业资产，提高整体的资产收益率；光伏发电业务推进迅速，报告期内，公司筹备

全年度的光伏电站的开工，并组织对已并网的存量电站进行设备的和系统的优化，在稳固量

上的优势外，努力提高光伏电站的质量上的优势，为后续电站金融产品的打造提供更为优质

的基础资产；资本市场融资探索持续推进，目前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已经证监会获得证监会

受理，公司将积极推动项目的进展。 同时和金融机构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有利于确保电

站建设资金的持续供给和业务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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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业务性

质

持股比例%

取得

方式

直接 间接

微山爱康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省济宁

市微山县

山东省济宁市

微山县

光伏发

电

95.00% 设立

泗水鑫阳新能源电力有限公

司

山东省济宁

市

山东省济宁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佳县嘉阳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陕西佳县 陕西佳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西吉县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

宁夏西吉县 宁夏西吉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乌兰察布爱康新能源发电有

限公司

内蒙古乌兰

察布

内蒙古乌兰察

布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青州爱康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潍坊市 山东潍坊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内蒙古四子王旗神光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

内蒙古四子

王旗

内蒙古四子王

旗

光伏发

电

100.00% 购买

泌阳县中康太阳能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

河南泌阳县 河南泌阳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平泉县仁辉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

河北省承德

市

河北省承德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布拖县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

四川布拖县 四川布拖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韩国爱康株式会社 韩国 韩国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凤庆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云南省临沧

市

云南省临沧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购买

禄劝县爱康能源电力有限公

司

云南禄劝县 云南禄劝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鄂尔多斯市爱康兴兆新能源

有限公司

内蒙古鄂尔

多斯市

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弋阳县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

江西省上饶

市

江西省上饶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昌江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昌江县 海南昌江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徐州统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徐州 江苏徐州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济南统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山东济南 山东济南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泰州统一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江苏泰州 江苏泰州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元氏县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河北元氏县 河北元氏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吉木萨尔县昇晖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新疆吉木萨

尔县

新疆吉木萨尔

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大安市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吉林白城大

安市

吉林白城大安

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新疆伊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伊犁巩

留县

新疆伊犁巩留

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镇赉县爱康电力有限公司

吉林省镇赉

县

吉林省镇赉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武安市爱康光伏发电有限公

司

河北武安市 河北武安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平乡县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

河北平乡县 河北平乡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沭阳爱康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江苏沭阳县 江苏沭阳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抚州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省抚州

市

江西省抚州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巴林左旗爱康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内蒙古赤峰 内蒙古赤峰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日本爱康株式会社 日本 日本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廊坊市中康新能开发有限公

司

河北廊坊 河北廊坊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宽甸满族自治县爱康太阳能

发电有限公司

辽宁丹东 辽宁丹东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巴彦淖尔市爱康新能源有限

公司

内蒙古五原

县

内蒙古五原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海兴宏润华夏能源有限公司

河北沧州海

兴县

河北沧州海兴

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徐闻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广东湛江徐

闻县

广东湛江徐闻

县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明光爱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安徽滁州明

光市

安徽滁州明光

市

光伏发

电

100.00%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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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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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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临时会议通知

于2015年8月2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2015年8月27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

要》

《2015年半年度报告》、《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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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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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5年8月2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2015年8月27日下午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史李光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董事

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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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半年度报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认为该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提议选举李光华先生为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选举李光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