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3838

公司简称：四通股份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35

、

900925

公司简称：上海机电、机电

B

股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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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刊载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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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机电 600835

B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机电B股 90092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司文培 邢晖华

电话 (021)68547168 (021)68547168

传真 (021)68547170 (021)68547550

电子信箱 shjddm@chinasec.cn xhh@chinasec.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30,290,653,917.11 29,769,094,699.51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90,582,918.93 6,260,615,425.89 10.0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731,554.66 889,273,307.76 -36.61

营业收入 9,829,497,798.77 10,136,316,637.43 -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1,656,053.84 461,346,680.07 1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468,161,722.45 454,013,393.11 3.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4 7.78 增加0.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5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 0.45 20.0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0,91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35 484,220,364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1.41 14,459,048 0 无

NORGES�BANK 其他 1.25 12,799,248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有企

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2 10,439,448 0 无

SCBHK�A/C�VALUE�PARTNERS�CHINA�

GREENCHIP�FUND�LTD

其他 0.78 7,973,145 0 未知

GIC�PRIVATE�LIMITED 其他 0.70 7,196,160 0 未知

GREENWOODS�CHINA�ALPHA�MASTER�

FUND

其他 0.57 5,875,441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其他 0.42 4,249,429 0 无

SCBHK�A/C�BBH�S/A�VANGUARD�

EMERGING�MARKETS�STOCK�INDEX�

FUND

其他 0.39 3,952,657 0 未知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IMITED

其他 0.37 3,827,60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前十名流通股的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持续影响，发展速度放缓，其中房

地产新开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都出现了下降。虽然房地产相关数据同比下降，但环

比数据开始回升，短期有企稳迹象。 从中长期看，由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公共交通设施投

资持续发力以及节能更新及旧梯改造等因素， 对于电梯行业持续发展有着有利的推动作

用。 综合这些因素，电梯行业会呈现增速放缓，但增量还会持续增加。

上海三菱电梯在持续推进分公司建设基础上，不断深化与用户的设计对接、计划对接、

服务管控对接，以此来提升在全国各区域内的服务网络的响应能力，同时不断推进各区域

培训中心建设，培育公司员工服务能力提升。

上海三菱电梯针对市场情况，更加重视与战略大客户的关系维护与开发。在与万达、恒

大、中海、绿地、碧桂园、远洋、龙湖、复地、鲁能等核心战略伙伴继续保持密切合作的同时，

增加与万科、中信的新合作，同时加强对二、三线城市的核心及大项目的跟踪力度，重大项

目承接的有：东莞国贸中心、深圳湾一号、北京三星大厦、青岛航运中心、深圳建行大厦、石

家庄新合作大厦、洛阳正大国际城市广场、武汉天河机场T3航站楼、厦门地铁1号线、成都

地铁7号线、重庆西客站等项目。

上海三菱电梯不断拓展服务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受整个销售数量增长的影响，安装及

维保收入保持持续较快的增长；另一方面，保养、维修站点不断加快建设的同时，通过信息

化的建设以及各种保养作业形式的补充，保养承接率稳步提升，效率明显改善，修理及改造

业务都有明显的增长。 随着《特种设备安全法》正式执行，明确了各个环节的责任主体，维

保市场份额将向电梯制造厂家集中， 市场保有量大以及直销比例高的企业有望获益更多。

上海三菱电梯2015年上半年，安装、维保等服务业收入近20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

23%。 预计未来几年上海三菱电梯的服务业收入将会保持稳定的增长。

2015年公司在印机业务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围绕印机业务的整体退出战略， 积极推进

整个印机业务的改革调整。目前上海亚华公司的股权、上海光华公司的股权、上海申威达公

司和上海紫光公司的部分资产已经完成出让。 公司股东大会已经批准本公司和上海电气

（集团）总公司以对美国高斯国际有限公司的债权进行债转股，高斯国际随之将从公司完

全退出。 自此，印机业务对于公司持续的负面影响得以彻底改观。

四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公司持股

比例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营业收入

（万元）

净利润

（万元）

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

美元15,

526.94

52% 2,195,245.94 383,118.46 860,857.26 85,198.49

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美元5,300.00 40% 163,080.28 91,698.48 156,851.18 8,146.65

美国高斯国际有限公司 美元0.0001 100% 125,406.57 -98,146.15 60,936.57 -7,452.44

高斯图文印刷系统(中国)有限公司 13,268.00 60% 108,469.61 37,970.55 12,229.75 10,059.69

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63,286.27 100% 50,049.50 4,198.67 5,449.78 -3,610.33

上海电气集团通用冷冻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35,060.47 100% 78,058.24 77,228.02 0.00 6,695.44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25,124.32 100% 77,464.28 65,475.77 21,442.22 -1,167.35

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 美元645.00 67% 12,484.70 5,787.82 9,084.59 285.10

上海电气开利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61% 16,227.29 2,466.25 9,138.32 128.54

上海纳博特斯克传动设备有限公司

日元10,

204.08

51% 11,216.21 6,382.35 7,225.96 1,922.64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53,223.92 46.45% 115,877.11 90,745.29 34,770.30 4,204.86

上海人造板机器厂有限公司 美元1,200.00 30% 66,248.82 15,999.33 25,848.11 112.50

上海ABB电机有限公司 美元1,121.65 25% 49,711.24 18,516.78 44,815.50 2,062.09

上海马拉松革新电气有限公司 美元800.00 45% 44,032.68 37,763.60 13,597.84 2,491.00

上海日用-友捷汽车电气有限公司 美元1,700.00 40% 90,732.05 59,686.53 84,160.97 7,735.10

五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公司预测年初至本年第三季度末的累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约100%，主要是由于实施对美国高斯国际有限公司债转股所带来的收益增厚净利润所致。

(二)其他披露事项

本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同意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和本公司以对高斯国际的债权进

行债转股。 在债转股完成后，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将持有高斯国际93.63%的股权；本公

司将持有高斯国际6.37%的股权，并丧失对于高斯国际的控制权。 2015年8月18日，本公司

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该交易。

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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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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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四通股份 603838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奕鹏 蔡怿旬

电话 0768-2972746 0768-2972746

传真 0768-2971228 0768-2971228

电子信箱 hyp@sitong.net hyp@sitong.net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66,548,563.60 450,563,713.34 47.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592,788,450.23 361,362,649.63 64.0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3,486,838.99 49,938,618.12 -167.06

营业收入 214,975,669.77 217,452,574.01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3,930,936.28 25,309,128.67 -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689,396.46 21,831,863.81 -14.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9 7.46 减少1.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5 -8.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5 -8.0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56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蔡镇城 境内自然人 9.65 12,868,440 12,868,440 无

蔡镇锋 境内自然人 9.62 12,832,312 12,832,312 无

蔡镇煌 境内自然人 9.62 12,832,312 12,832,312 无

蔡镇茂 境内自然人 9.62 12,832,312 12,832,312 无

蔡镇通 境内自然人 9.62 12,832,312 12,832,312 无

李维香 境内自然人 9.62 12,832,312 12,832,312 无

汕头市龙湖区富祥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5 6,000,000 6,000,000 无

陈庆彬 境内自然人 3.67 4,900,000 4,900,000 无

新疆阳爵名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4,000,000 4,000,000 无

苏国荣 境内自然人 2.13 2,840,000 2,84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有限售条件股东中，蔡镇城、蔡镇茂、李维香、蔡镇锋、蔡镇通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其亲属蔡镇煌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蔡镇城、蔡镇茂、蔡镇锋、蔡

镇通、蔡镇煌以及李维香的配偶蔡镇鹏为兄弟关系，苏国荣为蔡镇城配偶之外

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新型家居生活陶瓷供应商，产品覆盖日用陶瓷、卫生陶

瓷、艺术陶瓷等全系列家居生活用瓷。 公司以“全球家居生活陶瓷供应商” 这一目标作为企业愿景，将传

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紧密结合，通过资源综合利用、废瓷回收、节能降耗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全系列家居生

活陶瓷产品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采购服务，通过器型、材质、装饰、工艺的创新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4,975,669.77万元，同比下降1.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3,930,936.28万元，同比下降5.45%。

报告期内，从销售渠道看，欧洲地区营业收入：59,396,049.51，同比上升11.46%，大洋洲地区营业收

入：7.657,966.72万元，同比上升45.19%；非洲地区营业收入：13,744,478.97万元，同比上升36.49%；美洲

地区营业收入：21,526,095.72万元，同比下降4.37%；亚洲地区营业收入：105,878,285.39万元，同比下

降9.26%；境内营业收入6,772,793.46元，同比下降28.93%；

2015年下半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大营销力度，努力拓展市场，优化提升内部经营管理能力，力争保持

业绩稳定增长。

1.加强市场营销，努力巩固外贸出口业务，维护巩固与大客户的合作，积极参加有代表性的国际展会，

同时通过拓展电子商务、酒店市场等多种方式，加大企业及品牌宣传，优化公司内外销业务结构。

2.加强研发创意设计，对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进行升级改造，推进公司与高校产学研合作深度及广度，

增加产品储备，保证公司持续创新能力。

3.加强生产管理和技术创新，提高人员效率，进一步增强全员成本意识。通过建设原材料标准化项目，

加快原材料的研发及标准化，降低原材料质量波动对公司经营的影响，为公司产品技术升级做好准备。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14,975,669.77 217,452,574.01 -1.14

营业成本 157,623,418.60 159,033,164.99 -0.89

销售费用 10,451,245.70 9,444,238.84 10.66

管理费用 22,118,591.68 18,478,846.26 19.7

财务费用 1,163,232.81 36,034.79 3,128.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486,838.99 49,938,618.12 -167.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1,398.00 -5,762,178.29 44.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5,945,415.55 -8,605,888.89 2,493.08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受亚洲地区市场疲软影响，造成销售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燃料价格变动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出口杂费和参加国内外展览会的宣传展览费上升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增加研发费用投入及差旅费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期应收账款回笼较慢和本期采购高岭土等原

材料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固定资产投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公司利润构成及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1197号）核准，以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34万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关于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

定书[2015]285号）批准，公司股票于2015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投资建设以下四个项目：

1、新建年产日用陶瓷2,000万件建设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9,717.57万元；

2、新建年产卫生陶瓷80万件建设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9,057.66万元；

3、广东四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1,000.00万元；

4、新建开发设计中心建设项目，计划使用募集资金：1,974.36万元。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均按年度经营计划进行，无重大经营计划变化情况。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陶瓷行业 214,975,669.77 157,623,418.60 26.68 -1.10 -0.89 -0.15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日用陶瓷 112,992,931.90 81,483,698.45 27.89 -18.81 -18.87 0.06

卫生陶瓷 42,126,354.07 33,756,916.68 19.87 2.68 4.57 -1.45

艺术陶瓷 48,248,912.47 33,761,451.47 30.03 75.27 74.52 0.31

其他 11,607,471.33 8,621,352.00 25.73 20.43 23.58 -1.89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大洋洲地区 7,657,966.72 45.19

非洲地区 13,744,478.97 36.49

美洲地区 21,526,095.72 -4.37

欧洲地区 59,396,049.51 11.46

亚洲地区 105,878,285.39 -9.26

中国地区 6,772,793.46 -28.93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主要竞争优势分析如下：

1、多系列、个性化产品优势

公司是目前国内行业中少数同时提供日用、艺术、卫生等家居生活类陶瓷的企业，三大类产品都达到

规模化生产，多系列产品经营有利于规避单个产品领域的市场阶段性波动风险。 公司三大类陶瓷品种超

过4,000多类，装饰花面超万种，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环保节能、循环经济优势

通过自主研发以及产学研合作，公司已实现了陶瓷废料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并取得了环保节能、循

环经济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3、技术领先优势

公司是“广东省艺术陶瓷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广东省企业技术中心”和“广东省清洁生产技

术中心”的依托单位，配套装备有较高水平的检验检测实验室，具备原料配方独立研发、产品生产工艺技

术创新、节能技术研究等核心技术，截至报告期已获得127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9项。

4、研发创新优势

公司已形成一套通用技术研发与专用技术研发相结合的多层次的研发创新体系，研发中心承担废瓷

回收利用、节能技术、原料配方、花面器型等通用技术研发，各个业务部门、生产车间针对具体产品的造型

设计、工艺技术、装饰手段等专用技术进行研发。

5、质量管控优势

公司通过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0012：2003测量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获得“出口

产品质量许可证书（日用陶瓷）” 、“输美日用陶瓷生产厂认证证书” 。 公司的日用陶瓷、卫生陶瓷、艺术

陶瓷三大系列产品的重要质量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和产品进口国的要求，同时符合客户的设计要求和消

费者使用要求。

6、品牌渠道优势

公司产品营销以品质为基石，强化自主品牌，通过市场宣传和质量优势，提升品牌效应，在出口市场

保持品牌领先。 公司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证书和称号。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无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

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

募集资金总

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

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2015年 首次发行 217,495,900.00 217,495,900.00

存放银行募

集资金专户

合计 / 217,495,900.00 217,495,900.00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未使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募 集

资 金

本 报

告 期

投 入

金额

募集

资金

累计

实际

投入

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项目

进度

预计

收益

产 生

收 益

情况

是 否

符 合

预 计

收益

未达到计

划进度和

收益说明

变更原因及募

集资金变更程

序说明

广东四通集团营销

网络建设项目

否 10,000,000.00 0 0 是

新建开发设计中心

建设项目

否 19,743,600.00 0 0 是

新建年产日用陶瓷

2000万件建设项目

否 97,175,700.00 0 0 是

新建年产卫生陶瓷

80万件建设项目

否 90,576,600.00 0 0 是

合计 / 217,495,900.00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潮州绿环

陶瓷资源

综合利用

有限公司

陶瓷制造销

售

废瓷回收：加工、生产、

销售：瓷泥、瓷釉、陶瓷

产品及原辅材料。（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500万元 103,396,684.56 29,487,267.67 2,524,258.77

潮州市八

达瓷艺科

技有限公

司

陶瓷技术研

究开发，陶

瓷制品销售

废瓷回收技术研究和开

发；销售:陶瓷制品、卫

生洁具、纸制品、服装制

品、包装制品、陶瓷颜料

(不含化学危险品)以及

陶瓷相关配套的竹、木、

布、树脂、蜡、玻璃、灯

具、五金、塑料制品，石

艺制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

150万元 987,619.69 985,124.65 -80,185.95

四通贸易

有限公司

(SITONG�

TRADING�

CO.LTD)

贸易

轻工、五金、服装、家电、

机电等产品贸易及进出

口。

10万美元 896,399.33 -975,215.73 -567,544.73

潮州市丰

达工艺有

限公司

陶瓷制造销

售

制造、加工、销售:工艺

品、陶瓷、瓷泥、塑料制

品、树脂制品、玻璃制

品、纸箱及纸制品(不含

印刷)、木制品。（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197.8万元 16,028,845.21 11,518,798.91 638,571.25

香港腾盛

有限公司

﹝FLYCON�

(HONG�

KONG)�

CO.,�

LIMIT-

ED﹞

贸易

轻工、五金、服装、家电、

机电等产品贸易及进出

口。

100万港元 753,229.70 750,397.80 -12,547.60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5年3月15日，公司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如下：每股分派现金红利0.1元（含税），以2014年末总股本10,000万股计，共分派现金红利1,

000万元，现已执行完毕。

(二)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每10股送红股数（股）

每10股派息数(元)（含税）

每10股转增数（股）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3.3其他披露事项

(一)�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二)�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公司将潮州市丰达工艺有限公司、潮州绿环陶瓷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潮州市八达瓷艺科技有

限公司、四通贸易有限公司和香港腾盛有限公司等五家全资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4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不适用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镇城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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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15年8月20日以专人送

达的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会议于 2015�年8月27日下午17: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伍武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占有表决权监事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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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15年8月20日

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会议于 2015�年8月27日下午14: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蔡镇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全体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于2015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发行新股3,334万股，公司总股本由发行前的1亿

股变更为1.3334亿股，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亿元增加至1.3334亿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占有表决权董事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通过对公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进行完善，并通过新的《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表决结果：7票同意，占有表决权董事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3. �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表决结果：7票同意，占有表决权董事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同意委托杨翠英作为代理人，就上述相关事宜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7票同意，占有表决权董事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5、 审议通过《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占有表决权董事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2015年 9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1－4项议

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占有表决权董事人数的100%，0票反对，0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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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9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9月16日 14� �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南片B11-4-1地块，公司四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9月16日

至2015年9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

3 审议《关于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通过，详见 2015�年 8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

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

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38 四通股份 2015/9/9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确认。 具体事项

如下：

1、参加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时间： 2015�年 9月 9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00；

2、登记地点：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南片B11-4-1地块公司二楼，董事会办

公室；

3、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

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

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

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

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

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

司电话确认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4、参会时间：凡是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及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之

前到会登记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和车费。

3、 联系地址：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南片B11-4-1地块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21031。

4、会议联系人：黄奕鹏

5、电话：0768-2972746

传真：0768-2971228

6、邮箱：hyp@sitong.net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9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 ?

2 关于《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 ? ?

3 《关于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 ? ?

4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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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拟在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 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保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197号”文核准，四通股份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3,334万股，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发行价格为7.73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57,718,

2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7,495,900.00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广东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6月24日出具了“XYZH/2015� GZA20100”《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并已经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公司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情况

（一）投资额度

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

本型等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和自有流动资金使用的情况下进行滚动使用。

（二）投资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

（三）理财产品品种及收益

为控制风险，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为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理财产品。 上述产品的年化收益率高于同等期限的银行存款利率。 具体如下：

1、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银行等金融机构就相关产品承诺保本，产品期限可根据募投项目和自有资金实施计划制订，较为灵

活，可以在满足募投项目和流动资金需要的同时带来理财收益。

2、其他满足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本公告规定的理财产品。

（四）实施方式

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公

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

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五）信息披露

公司在每次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告内容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

限、预期收益等。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

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审议程序以及专项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

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独立

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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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一致同意《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

收益，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对最高额度不超过1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1、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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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要求。 本议案尚需经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3、在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和资金需求，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鉴于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四通股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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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9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9月16日 14� �点0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南片B11-4-1地块，公司四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9月16日

至2015年9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

3 审议《关于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三次会议通过，详见 2015�年 8月 28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

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

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

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38 四通股份 2015/9/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确认。 具体事项

如下：

1、参加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时间： 2015�年 9月 9日上午 9:00-11:00；下午14:00-16:00；

2、登记地点：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南片B11-4-1地块公司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

间、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2）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

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

（3）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4）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

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原件。

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传真方式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

司电话确认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4、参会时间：凡是在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及所持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之

前到会登记的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五、其他事项

1、本次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和车费。

3、 联系地址：广东省潮州市火车站南片B11-4-1地块二楼，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21031。

4、会议联系人：黄奕鹏

5、电话：0768-2972746

传真：0768-2971228

6、邮箱：hyp@sitong.net

特此公告。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9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 ? ?

2 关于《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 ? ?

3 《关于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 ? ?

4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

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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