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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976

证券简称：

*ST

春晖 公告编号：

2015-063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543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2015-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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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春晖 股票代码 000976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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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卓文

电话 0750-2276949

传真 0750-2276959

电子信箱 gzw@my0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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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876,009.96 526,895,795.67 -3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00,362.45 -57,004,570.52 5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046,525.97 -57,956,228.52 60.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171,157.22 -7,473,427.00 -785.4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2 -0.0972 59.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2 -0.0972 5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8% -13.99%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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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8,908,158.58 688,767,512.88 -1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9,823,354.24 222,823,716.69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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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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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鸿锋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60% 73,943,880

广州市鸿汇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5% 71,290,632 质押 36,290,600

石丽云 境内自然人 1.36% 8,002,010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广发小盘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9% 7,000,000

张寿清 境内自然人 0.85% 5,000,000

孙娜 境内自然人 0.51% 3,000,000

黄犇 境内自然人 0.44% 2,600,000

饶丽萍 境内自然人 0.37% 2,190,410

王俊 境内自然人 0.36% 2,100,730

许卓权 境内自然人 0.35% 2,0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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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广州市鸿锋实业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5年01月26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年0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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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逢坤

变更日期 2015年01月26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年01月28日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2015年上半年，公司继续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克服了市场需求不足、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原辅料价格大幅波动等困难，保证日常生产的正常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务收入

3.47亿元；营业利润-2341万元，净利润-2337万元。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34,786万元，营业成本33,951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了33.98%、36.53%；营

业利润-2,300万元，亏损额度比上年同期下降59.65� %。 本报告期的营业收入减少主要原因是受经济环境影

响，公司产品涤纶丝的销量及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公司在2015年上半年共向广东泰宝聚合物有限公司采购原料聚酯熔体26379.79吨， 金额为16031.11万

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47,876,009.96 526,895,795.67 -33.98%

产品销售量及销售价格下

降

营业成本 339,515,054.44 534,890,865.25 -36.53% 产品原料价格下降

销售费用 4,984,356.89 4,859,356.59 2.57%

管理费用 15,076,439.93 17,854,710.62 -15.56%

财务费用 13,415,420.82 16,748,251.19 -19.90%

所得税费用 8,213.33 0.00 10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6,171,157.22 -7,473,427.00 -785.42% 支付职工安置费用的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86,575.73 27,185,997.87 -95.64% 上年收到资产转让款项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6,968,344.39 -29,371,870.08 430.14% 银行借款的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31,760,333.04 -10,505,511.87 402.32% 银行借款的增加

本报告期 期初余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5,903,420.00 32,305,726.83 -81.73%

本期公司对应收票据贴现

和背书的规模扩大所致

短期借款 219,800,000.00

110,817,852.00

98.34%

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购

买原材料所致

其他应付款 6,065,463.91 11,429,821.34 -46.93% 预提电费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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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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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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于2015年8月16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以现场及传真的方式召开，应到会监事3人、实到会监事3

人。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公司监事周凤玲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与会监事对下列提案进行了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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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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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通过《关于选举危潮忠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开平春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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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邦服饰 股票代码 002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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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珂 庄涛

电话 021-38119999 021-38119999

传真 021-68183939 021-68183939

电子信箱 Corporate@metersbonwe.com Corporate@metersbonw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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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7,288,031.00 2,994,144,866.00 -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4,760,210.00 178,853,498.00 -15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548,423.00 141,294,297.00 -17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6,999,160.00 698,417,093.00 -5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7 -1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7 -1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 4.63% 下降7.2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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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3,509,265.00 6,986,742,728.00 -1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40,899,582.00 3,636,531,792.00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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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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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7

%

1,268,000,

000

0 质押

753,250,

000

胡佳佳 境内自然人 8.90% 225,000,000 0

贾夏 境内自然人 0.51% 12,774,20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聚盈1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6% 11,609,887 0

孙定勋 境内自然人 0.32% 7,990,600 0

林海舟 境内自然人 0.30% 7,500,000

7,500,

000

刘毅 境内自然人 0.30% 7,500,000

7,500,

000

林维仲 境内自然人 0.28% 7,000,000 0

孙海珍 境内自然人 0.26% 6,679,600 0

何晋平 境内自然人 0.22% 5,533,25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周

成建先生与本公司股东胡佳佳女士系父女关系。 除前述

关联关系外，未知公司前十名主要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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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

1、股东孙定勋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7990600股；2、股东林维仲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

为7000000股；3、股东孙海珍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

量为4363600股；4、股东何晋平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数量为55332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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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77亿元，净利润-0.95亿元，较上年变动比例分别为-7.24%、-152.

98%；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62.84亿元，总负债为28.43亿元，所有者权益为34.4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45%。

1、收入、成本及毛利率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直营零售业务与加盟批发业务的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主营业务收入 274,577.61 296,151.48 -7.28%

直营 160,802.45 153,015.42 5.09%

加盟 113,775.16 143,136.06 -20.51%

主营业务成本 147,970.00 150,477.73 -1.67%

直营 77,907.49 68,070.73 14.45%

加盟 70,062.51 82,407.00 -14.98%

主营业务毛利 126,607.61 145,673.75 -13.09%

直营 82,894.97 84,944.69 -2.41%

加盟 43,712.65 60,729.07 -28.02%

主营业务毛利率 46.11% 49.19%

直营 51.55% 55.51%

加盟 38.42% 42.43%

报告期内，公司直营渠道零售收入同比实现正增长，为促动终端零售增长，公司适度的提高了折扣优惠力

度，因而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在加盟渠道方面，由于受终端零售形势的影响加盟商期货预订额有所下

降，本报告期内加盟批发收入下降约20%。 除了折扣变动的影响外，报告期内公司产品总体的加价率有所下

降，因而总体毛利率受到一定的影响出现下降。

2、费用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变动

金额 占收入比 金额 占收入比

期间费用合计 126,630.74 120,248.54 5.31%

销售费用 105,791.52 38.09% 102,684.33 34.30% 3.03%

管理费用 14,836.53 5.34% 10,885.97 3.64% 36.29%

财务费用 6,002.68 2.16% 6,678.24 2.23%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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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7,288,

031.00

2,994,144,

866.00

-7.24%

营业成本

1,507,944,

594.00

1,526,116,

025.00

-1.19%

销售费用

1,057,915,

236.00

1,026,843,

263.00

3.03%

管理费用 148,365,288.00

108,859,

717.00

36.29%

主要是公司为支持互联网转型发展

而投入的各项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0,026,830.00 66,782,388.00 -10.12%

所得税费用 13,374,353.00 52,907,523.00 -74.72%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研发投入 94,618,251.00 48,636,136.00 94.54%

主要是公司增加了对信息技术研发

和产品开发的力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6,999,160.00

698,417,

093.00

-58.91%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期有所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0,190,

612.00

-66,604,

557.00

-81.04%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预付了部

分资产购置的意向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6,251,526.00

128,155,

121.00

-471.62%

主要是去年同期发行短期融资券而

本报告期未发行债券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9,442,

978.00

759,967,

657.00

-139.40%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908,052.00 23,964,857.00 -107.96%

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确认了转让长

安基金股权的投资收益

营业外收入 17,135,159.00 65,981,286.00 -74.03%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的财政补

贴款较上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362,925.00 15,902,351.00 -66.28%

主要是报告期内发生的关店损失较

上期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181,770,000.00

328,610,

000.00

-44.69%

主要是由于前期收到的承兑汇票已

到期承兑所致

预付款项 266,234,498.00

183,146,

015.00

45.37% 主要是预付2015年冬装货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117,396,977.00 80,812,986.00 45.27%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了部

分资产购置意向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2,511,578.00 15,287,722.00 178.08%

主要是二季度末增值税进项税留抵

金额较期初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448,091,948.00 0.00 系公司对华瑞银行的投资

在建工程 27,064,953.00 14,397,796.00 87.98%

主要是报告期内总部改良支出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35,724.00

457,835,

724.00

-98.29%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华瑞银行已取

得营业执照开始营业，故将投资款

4.5亿转为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应付票据 1,647,243.00 18,336,468.00 -91.02%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支付了到期的承

兑汇票所致

应付短期债券 0.00

731,780,

000.00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偿还了已到期

短期融资券所致

应付股利 58,622,000.00 1,596,000.00 3,573.06%

主要是二季度末公司尚未支付关联

方股利所致

股本

2,526,000,

000.00

1,011,000,

000.00

149.85%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权益分

派，转增、送股所致

资本公积 208,723,545.00

1,123,873,

545.00

-81.43%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权益分

派，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未分配利润 248,308,830.00

949,669,

040.00

-73.85%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权益分

派，以未分配利润送股所致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报告期

内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没有披露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报告

期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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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组织绩效变革方面，公司继续加强精益化组织激励管理，推动企业建立符合互联网化战略转型的

企业文化建设。 其次，在互联网化转型方面，公司持续加大投入，一方面公司推出时尚社交+购物平台 “有

范” APP，并通过冠名网络娱乐节目“奇葩说” 使“有范” APP知名度快速提升，公司探索移动互联网化创新

发展迈出重要一步；另一方面引入新的品牌代言人李易峰，进一步提高了品牌在年轻消费群的影响力。得益于

互联网战略的推动，上半年公司互联网渠道销售收入实现较快增长。第三，公司继续加强传统渠道的精细化管

理，直营渠道同店收入及总收入均实现正增长，存货规模继续下降，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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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零售业

2,745,776,

141.00

1,479,700,

007.00

46.11% -7.28% -1.67% -3.08%

分产品

男装

1,700,228,

802.00

891,447,

205.00

47.57% -6.26% -2.91% -1.81%

女装

928,465,

605.00

523,360,

860.00

43.63% -12.76% -4.15% -5.07%

其他

117,081,

734.00

64,891,942.00 44.58% 40.32% 59.70% -6.73%

分地区

东区

2,509,360,

597.00

1,878,689,

409.00

25.13% -5.54% 2.16% -5.64%

西区

338,733,

938.00

209,421,

863.00

38.18% 1.12% 13.49% -6.74%

南区

514,205,

646.00

273,775,

543.00

46.76% 5.67% 5.07% 0.30%

北区

459,582,

971.00

258,052,

746.00

43.85% -4.39% -1.07% -1.88%

抵销

-1,076,107,

011.00

-1,140,239,

554.00

-5.96% 7.89% 9.62%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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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成建

201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D0313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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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15年8月16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和监事

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包括周成建、周文武、涂

珂、郁亮、单喆慜,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269

证券简称：美邦服饰 公告编号：

J0312001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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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6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并于2015年8月26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东路800号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

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长徐斌先生主持，经

出席会议的监事记名投票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

票）。

经审议，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1）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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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报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

年报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详细内容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8月28日

1、重要提示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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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万和电气 股票代码 00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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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宇阳 吴敏英

电话 0757-28382828 0757-28382828

传真 0757-23814788 0757-23814788

电子信箱 vw@vanward.com vw@vanwar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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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635,311.24 2,078,107,558.69 2.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0,871,779.77 166,854,919.54 2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8,388,667.51 161,718,020.06 22.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53,969,637.03 288,009,225.31 92.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65 0.3792 20.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65 0.3792 2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9% 6.46%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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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8,170,533.66 3,756,203,890.90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03,081,166.89 2,580,477,072.89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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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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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万和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25%

168,300,

000

0

卢础其 境内自然人 16.54% 72,765,000 54,573,750

卢楚隆 境内自然人 9.19%

40,425,

000

30,318,750

叶远璋 境内自然人 5.51% 24,255,000 18,191,250

卢楚鹏 境内自然人 5.51% 24,255,000 18,191,250

农银汇理基金

公司－农行－

中国农业银行

企业年金理事

会

其他 1.11% 4,890,506 0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农

银汇理行业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9% 3,471,892 0

中航鑫港担保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0% 2,200,000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合

沣11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0.30% 1,312,810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玖

沣5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0.28% 1,228,89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股东卢础其、卢楚隆和卢楚鹏三人为兄

弟关系，同时为一致行动人。 三人为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 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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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或前10名股东不存在因参与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所导

致的股份增减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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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稳定增长，公司围绕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抓住新

机遇，商业模式上进行微创新。 2015年上半年，公司通过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积极运用互联网思维，构建新

的平台，推行新商业模式，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稳健发展，继续保持中国厨卫电器行业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23,635,311.2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19%；营业利润238,047,782.40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22.65%； 利润总额241,061,040.56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20.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0,871,

779.7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39%。

A、在国内营销方面的建设情况

在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面对新挑战下的新机遇，为实现公司稳健发展，国内营销管理中心在报告期

内，通过实行总部经营单元责任制、区域销售公司改制、云营销云服务系统建设、订单排队管理、终端品牌化建

设、县级经销商开发、售后服务评价体系及质量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有效提升了经营管理水平。 根据中怡康数

据统计测算，今年1-5月份，国内厨卫市场（包括热水器、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微波炉、电烤箱、水家电等产

品）实现总规模678亿元，同比增长9.4%。线下市场方面，1-5月，万和燃热零售量份额16.6%，排名行业首位，连

续11年来万和始终保持行业第一。 同时，万和电热、油烟机、燃气灶增长好于整体市场，据中怡康线下零售监测

显示，今年1-5月，电热、燃气灶零售额分别下降8.9%和2.4%，而油烟机却保持了正增长1%，而万和电热水器、

吸油烟机、燃气灶零售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9%、10.3%、8.6%；线上市场方面，万和热水器电商量增长超过

行业增长速度，据中怡康数据显示，今年1-5月，万和热水器零售量、零售额分别增长82.7%和63.5%，尤其零售

量同比增速超过行业增速。

在营销管理方面，借鉴阿米巴模式的成功经验，公司在报告期内根据公司现阶段的具体情况以及未来发

展战略规划，引入用友U9-ERP系统，构建了事业部独立核算的管理模式。 经营部门在独立经营、独立核算、市

场业绩导向、全员参与经营、协同竞争导向下以及职能部门在指导、监督、管理、服务的合理定位下，公司继续

深化组织制度变革，以变革促发展，激发团队活力和创新能力，在变革中提升团队凝聚力、企业的综合管理能

力和发展潜力。

订单管理方面，公司引用U9-ERP系统，经销商月度产品计划管理、订单多维度信用管理、排队出货计划管

理、派车出货管理，由区域经销商上报下月预计提货量，万和按计划安排生产，并根据经销单下单顺序排队出

货，构建了从销售计划、到工厂生产、销售接单、物流配送的全面协同作业模式，提高了生产效率、出货准时率，

做到快速响应市场，大大提升了库存周转率；同时，配合多维度信用管理，对客户的出货、应收款与回款全程监

控，加快了资金回笼，降低了经营风险。 积极营造了服务型信息化产业平台上的公平公正商业环境，在有效保

证市场货源的同时，实现库存风险最小化。

云营销建设方面，公司重点开发销售管理平台、产品监控平台、终端导购平台、客户服务平台、经营决策平

台、经营指标分析等模块功能，并将各模块功能及实现该功能所需的软硬件都有效集成于云营销系统，实现产

品销售动态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新上线的云营销及云服务系统有效的将营销及服务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万和

更注重用户的体验，用户也可以及时对万和的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及时了解用户的需求与期望，作

为改进的依据，不断改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用户满意度。

在新产品推广方面，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快热水品类产品、厨电类产品以及多能源集成热水系统的研发

推广。

热水品类为核心主营产品。 公司从节能环保、舒适沐浴、全程安全、人性智能、设计美学和VIP服务6个维度

确立了高端燃气热水器的6星级价值标准，并以此推出S级全系列高端燃气热水器产品，涵盖中高端产品价位，

其中主推的新升级版ST28智能燃气热水器，能根据用户的使用环境而自动调节温度，并且更节能、更安全。 报

告期内，推出的热水品类新产品还包括智能“双盾” E81系列安全电热水器———第二代变频恒温机、超出国家

一级能效等级值标准0.16的行业最节能空气源热泵热水器(型号KRF36/N1W-S1)、能在零下7摄氏度低温环境

下正常使用的恒温智控电辅一体热泵热水器D5。报告期内，燃气采暖热水炉全新生态产品线全面上市，包括标

准产品B系列、燃气自适应B2系列、低氮氧化物B3系列、原装进口Q系列、150L外置水箱、全预混冷凝机及商用

锅炉，经官方检测，B3新品供暖热效率92.9%，NOX排放量只有6mg/kW.h，同时还可实现wifi智能控制。

厨电类别为核心辅营产品。 基于对中式厨房用户需求和中国美食文化的深刻洞悉，公司从“聚热强度、净

烟力度、杀菌深度、悬烤均度” 等四大功能维度来定义“中式厨房电器4D功能价值标准” ，并于2015年推出中

式厨电升级版--—热效率最高达73.4%的第Ⅱ代双聚能内燃火灶、 行业内最高的热效率达80%多维红外辐射

高效节能灶， 行业最高的排风量达22立方米/分钟第Ⅱ代双涡轮大吸力烟机、360度杀菌无死角热风循环消毒

柜、三维旋转中式电烤箱等。 并且，结合中式烹饪对于火力的需求，推出万和新一代“大灶火” ———第Ⅱ代蓝芯

灶，打破火力或热效率单边提升的僵局，将灶具的热流量最大提升至5.2kW，热效率提至66%以上，达到目前行

业有效火力的最高值。

同时，公司始终坚持“绿色、节能、低碳” 理念，积极发展多能源集成热水系统。 未来热水系统将向混合型

转变，这是全球研究的一个方向和课题，即优先利用太阳能、环境热源等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措施，以燃气加热、

电热为辅助加热手段，实现多种加热方式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并满足高品质的生活热

水和供暖热水需求。 目前万和已经研发出电能/太阳能、燃气/太阳能以及燃气/太阳能/空气能/电能综合作用

的热水系统。 拿电能/太阳能新能源热水器来说，比单独用电热水器，有的地区一年能够节约75%的能源，新能

源热水系统的优势显而易见。 对于新能源热水系统的前景，据初步估算，中国的别墅不会少于五百万套，每一

个别墅能否实现多点供水，24小时不间断供水，而且又必须非常的节能，这一点至关重要。 目前只有万和具备

别墅型阳光电热水器、别墅型阳光燃气热水器和别墅型阳光热泵热水器，据此保守估算，整个五百万套，将是

三千个亿的市场。

售后服务管理方面，公司坚持围绕“用户至上、体验为王，不断为客户创造价值” 的服务战略思路，进行了

系列服务组织变革，服务体系变革，在同行业内首家提出了“云服务” 体系的概念。 报告期内，“云服务” 开始

全面运行，通过不断自我完善，现今顾客购买产品与需求服务信息能即时传递到服务工人的移动终端 (手机)

上，保障服务工人快速、准确上门，服务人员再利用移动终端采集、上传每一个服务数据信息，保障服务数据可

追溯性，可回放性。同时，在“云服务” 体系下，顾客利用“万和云智能服务APP” 在移动终端上查询每一个服务

信息，对每一个服务进行即时评价，为每一个产品与服务提出宝贵建议，实现了顾客与服务人员的移动互联、

互动；实现了顾客与企业的实时移动互联、互动，大大增强了顾客的体验感与粘度。 同时，企业对顾客的产品全

生命周期管理成为了可能，经过顾客大数据分析，也为产品研发，产品与服务质量提升找准了方向。 在“云服

务” 体系支撑下，“服务前移、服务下沉” 的服务策略实现了快速推进实施，现今的售后服务网络已完成了全面

覆盖 。 同时 ， 在 “云服务” 体系的建设下， 在2015年5月， 公司作为同行业首家通过了国家标准

GB/T27922-2011《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五星级的认证，成为了同行业内最高售后服务水平的认证。 “云

服务” 体系运行几个月以来，有效提升了售后服务工作效率，有效减少了服务管理成本，更加有效提升了顾客

服务体验、以及万和品牌口碑。

在品牌管理方面，公司运用整合管理思维，继续推动品牌建设的三个聚焦：

1、品牌和品类形象认知体系的聚焦。 品牌认知聚焦为“万和＝专业的生活热水品牌” ———广义的人性化

的大专家品牌，融入情感体验后的专家向更高阶的管家形象升级；品类形象聚焦为建立具体可感知的身份联

想,热水品类输出“让家更温暖的热水管家” (专注热水技术＋专注家的温暖赋予＝热水管家！ )，厨电品类输出

“中式厨电行家”（专注中式厨电，大灶火＋大吸力解决方案的提供），形成同出一源又泾渭分明的品牌认知

符号。

2、从传统平台传播向传统+互联网跨平台传播聚焦。品牌建设的传播渠道突破传统传播渠道，实现事件传

播（第五届明星公民）、机场、高铁等户外广告、微信、微博品牌化运营管理、产品发布会、搜索引擎推广、手持移

动终端导购平台、微视频、公益传播等多元化传播平台的组合运用。

3、从纸媒展销工具向新媒体无纸互动展销工具聚焦。 通过全面上线新媒体展销工具的设计和运用，包括

各平台各类别二维码、平板电脑-终端产品导购平台、手机官网建设、在移动智能终端建立品牌、产品和促销推

广展示等，使整个营销系统在销售、推广展示上获得生动化、交互式的运用升级。

此外，还通过明星代言、明星产品和明星事件深度强化品牌竞争力，聘请国内一线演员、2015年金像奖影

后赵薇担任万和品牌形象代言人，开展以“领先的，我喜欢” 为主题的领先概念的系列宣传。 报告期内，公司品

牌“万和” 获得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业委员会颁发的“2015年空气能十大领军品牌”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颁发

的“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燃气分会燃气供热专业委员会颁发的“燃气采暖热水炉十大品

牌” 、中国房地产学会和中国企业资本联盟等联合颁发的“2015年度中国房地产十大优秀品牌供应商” 等殊

荣，还被广东省科技厅、财政厅等评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 2015年6月，经世界品牌实验室及其独立的评测委

员会评定，公司以93.69亿元的品牌价值获得“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荣誉称号，位列296位，在燃气具专业制

造企业中位列第一，公司品牌价值凸显。

电子商务方面，在公司电子商务经营中心的集中管理下，密切关注和监督各大电子商务平台信息，引导各

电子商务经销商、服务商和加盟商规范经营，制定并实施相互监督机制，规范产品价格。 同时，积极运用互联网

思维，拥抱互联网，线上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与各大电子商务平台（天猫、京东、易购等）形成紧密合作，并且，通

过云营销、云服务、大数据平台的搭建，积极推动线上线下融合的O2O商业模式的发展。

B、在国际营销方面的建设情况

在国际营销方面，公司基于全球发展战略的布局和定位，继续发挥与核心客户的战略性合作优势，推进产

品创新、技术创新，加大厨电产品新客户的开发，拓宽产品线、提升产品力与综合成本竞争优势，在深挖存量客

户价值需求时的同时，努力开拓新客户，积极谋求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循序渐进地进行全球化布局。 报告期内，

公司携手欧洲著名供热产品制造商意大利 Unical� AG� S.p.A.达成在家用、商用与工业热能应用领域缔结战

略合作伙伴联盟，共同拓展全球业务，对公司进行全球化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万和” 品牌作为国内仅有的两个“全球十大热水器品牌” 之一。 今后，公司将积极进行产业生态圈的深

度布局，谋求全球产业跨界资源整合，进而成为全球领先的（工业、商业、民用）多能源热水/采暖系统卓越供应

商/厨房电器专家。

C、公司产品与技术研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产品设计围绕“高效、节能、智能、人性化” 与“绿色、节能、低碳”

为主线，推陈出新，不断丰富产品线，改善产品结构，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为适应“中国制造2025” 计划实施以及“互联网＋” 战略的展开，公司在技术创新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

施。 公司目前在战略层面已经进行布局，万和研究院于2015年1月份成立，定位于公司的前瞻性技术研究及管

理，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围绕市场需求，立足长远，从事中长期研究，兼顾各事业部技术支撑研发需求。 以在公

司系统中形成市场、科研、生产一体化的技术进步机制。 确保其在核心领域有领先的产品及技术。 通过加强在

强化传热、流体力学、结构力学等基础技术的深入研究，提高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在燃气应用，开展包

括应用方式的创新以及新型燃气具的研究和开发，巩固传统优势领域的竞争地位；而在新能源利用领域，积极

推进包括太阳能热利用、空气源热泵技术以及多能源集成应用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在具体措施方面，首先在产品开发方面，强化基础技术能力，同时面向行业技术和世界技术变革的趋势，

在新领域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和开发，建立研究院的举措正是适应这样的要求的具体行动；第二，在制造技术方

面，通过工艺技术的提升和自动化设备的引进，提高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控制能力，同时积极减少生产一线对

劳动力的依赖；第三，通过对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强化经营要素和生产要素的信息化水平，将企

业生产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提高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

作为互联网技术与产品的结合， 目前开展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应用和智能化技术开发。

其中前者主要针对互联网以及各种通讯技术与产品的整合；后者则主要通过信息采集、传递、处理，以及功能

实现，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运行经济性和操作便利性。

公司在智能家居领域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万和公司在该领域的技术发展方面保持与

行业发展水平同步的状态。 万和公司在智能家居的发展侧重于通过对信息技术的合理运用，提高产品自主优

化运行水平，从而提高用户的舒适性体验和产品的运行能效，同时改善用户操作的便利性。

报告期内，万和2015年 燃气采暖热水炉全新生态产品线全面上市，包括标准产品B系列、燃气自适应B2

系列、低氮氧化物B3系列、原装进口Q系列、150L外置水箱、N台并联系统、全预混冷凝机及商用锅炉。经官方检

测，B3新品供暖热效率92.9%，NOX排放量只有6mg/kW.h，同时还可实现wifi智能控制，成为行业在节能环保

及智能控制领域的一颗新星；公司在燃气应用领域不断研发出数十款具有更高热效率、更环保的燃气具和厨

卫电器新产品，包括“双聚能” 冷凝式燃气热水器、“双涡轮” 大吸力吸油烟机、“双聚能” 燃气灶、“双盾” 安全

电热水器、“双温” 消毒柜、燃气采暖热水炉、燃气烤炉、燃气烤箱等；在新能源热水器产品方面，公司积极发展

多能源集成热水系统，可以优先利用太阳能、环境热源等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措施，以燃气加热、电热为辅助加

热手段，实现多种加热方式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并满足高品质的生活热水和供暖热水

需求；在太阳能热利用领域，公司成功研发出非聚光中温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为国内非聚光太阳能中温热利

用技术应用谱写了新的篇章。

2015年4月，万和“多能复合热水系统优化节能关键技术及应用” 项目顺利通过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

织并主持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该项目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月，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

促进中心组织并主持召开了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完成的“燃气(天然气/液化气)自适应式采暖热水

炉” 项目的建设行业科技成果评估会，会上，万和燃气自适应技术通过建设行业科技成果鉴定，这一技术具有

节能、环保的意义，该产品具有创新性，技术含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D、信息管理系统建设情况

在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在技术、产品、业务等方面进行融合的工作方面，万和公司积极将信息技术运用到

企业设计和开发、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各个环节，推动企业经营创新和管理升级；在生产过程的组

织管理和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运用信息技术促进效率的提高、产品质量的改善以及制造手段的进步；在产品

开发方面，多项信息技术的运用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性能和智能化水平。 在3月份万和公司顺利通过信息化和工

业化融合（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认证现场评审。 通过两化融合管理工作的深入推进，万和有能力而且有信心将

两化融合管理工作往更深层次推动发展，强化内部管理，加快创新驱动，进一步打造信息化环境下持续获取竞

争优势的新型能力，使其适应新时期市场环境的转型，不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随着用友U9-ERP系统的全面深入应用，实现了两大营销中心、五大产品事业部的独立核算与考核，为公

司生产经营的效率提升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同时，为公司渠道管理的优化、精细化成本管理、完善内控体系提

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用友BI系统年初启用实施，目前可直观地展现每月的企业经营关健数据与业务状况，实

现了智能报表分析功能，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了高效的数据依据。 另一方面，启动了万和云营销O2O项目，万

和O2O作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商业模式，打造万和全渠道营销的统一互动平台，实现不同渠道的用户需求在

统一平台受理、智能转发。 其次是用户大数据中心，实现基于用户的大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

管理和基于需求和体验的精准服务。 万和O2O平台包含商务、流程及信息的高度集成，以及营销、用户运营、物

流和服务实现线上线下的统一整合运作。 万和在线上新建万和PC商城、万和APP商城、社会化分销APP等平

台，线下整合了体验店、专卖店、传统渠道、服务网点等实体，承担起万和各产业的线上线下销售、配送等业务，

将线上和线下渠道融合的更加紧密。 体验店、专卖店、传统渠道、服务网点构建万和O2O的线下系统，负责线下

有引流，产品销售服务。

E、质量管理方面的建设情况

在质量管理方面，公司建立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质量管理架构，公司拥有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

员会实验室CNAS认证和KIWA认可的实验室， 以及通过国家压缩机制冷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A级合格

评定的100kW多功能热泵系统性能实验室。 公司实验大楼拥有包括噪音实验室、焓差实验室、喷淋实验室、寿

命实验室、CO保护装置实验室、带电部件安全实验室、环境模拟实验室等等20多个实验室，能够模仿全球用户

使用环境进行测试，为产品设计开发过程的测试评价以及产品量产时的检验提供质量保障。 质量管理部所管

辖的产品评价中心配备有与各类产品及专业相关的评价工程师，严格按照《产品评价标准》规定，对设计开发

过程及工程变更前予以评价和把关，有效预防产品因技术缺陷而导致批量质量事故的风险，确保产品评价合

格才能转入批量生产，有效提高产品的质量可靠性。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借鉴国内外卓越绩效管理的经验和做法，结合企业经营管理

的实践，公司领导以前瞻性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力，带领全体员工以战略为导向，充分理解顾客当前和未来的

需求、期望和偏好，以系统管理的方法，通过有效的过程管理，同时与顾客、供方以及其他相关方建立长期伙伴

关系，共同为公司股东、顾客、员工、供方、合作伙伴和社会创造价值，不断推动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持续改善

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

公司通过实施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推动质量管理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公司获得首届顺德政府质量奖、

首届佛山市政府质量奖，全国实施卓越绩效模式先进企业特别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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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卢础其

201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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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二届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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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二届二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08月27日上午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于2015年08月11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 会

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际出席董事七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础其先生主持，公司全部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议案，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2015半年度报告>及<2015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2015半年度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5半

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5-044）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其明细如下所示：

（1）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容桂支行申请人民币壹亿元综合授信，

授信协议有效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2）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万和电气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容桂支行申请人民币壹亿元

综合授信，授信协议有效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3）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顺德万和电气配件有限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容桂支行申请人

民币伍千万元综合授信，授信协议有效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董事会授权李丽仙女士签署上述相关的授信额度协议及该协议项下相关的法律文件。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二届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0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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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届十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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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届十七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

室举行。会议于2015年8月11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出席监

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惠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全部议案，通过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2015半年度报告>及<2015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经审核，我们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5半年度报告》、《2015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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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半年度报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5半

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5-044） 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二届十七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