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0468

公司简称：百利电气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

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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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百利电气 600468 特精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敏

电话 022-83963876

传真 022-83963876

电子信箱 600468@benefo.tj.cn

1.6�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确认，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13,963,012.29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1,396,301.23元，分配2014年现金

红利14,598,144.00元，加年初可供分配利润50,505,999.42元，2015年共计可供分配利润48,474,566.48元。截至2015年12

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6,740,226.94元。 公司董事会建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

540,742,345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5,948,165.80元（含税），占公司2015年实现的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6,740,226.94元的35.53%。 本年度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业务范围 公司主营业务为研发、生产、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智能电网电气设备、泵等。 产品广泛应用于电

力、化工、汽车、公用设施、冶金、建筑、矿产、船舶、润滑、石油等行业。

（二）经营模式 公司主要采用“以销定产，以产促销”的经营模式，来满足不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降低企业开发、制

造、库存成本，使企业更快地响应市场变化，提高竞争力。在研发方面，公司基于客户需求和行业发展动态，通过企业内部自

主研发及与高等院校合作研发相结合，优化现有产品，开发新产品，不断提高工程技术服务水平。 在采购方面，公司根据采

购的产品、周期及数量等不同情况，主要采取招标采购、集中采购、JIT采购、限额采购等方式。在生产方面，根据订单制定生

产作业计划，将企业所涉及的各种资源、过程与组织进行一体化处理，精简中间管理环节，有效控制原材料的库存量和采购

成本，确保精细、优质、高效地完成生产任务。在营销方面，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以“直销”和“经销”相结合，根据不同产品

的特点，各有侧重。业务重心逐渐从传统行业向绿色环保行业、军工、新能源产业和大型电力公司倾斜。同时，高度关注互联

网平台，积极探索B2B等电子商务营销模式。

（三）行业情况

（1）电力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工业，电力建设和电力输送是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输配电成套设备主要应

用于电力系统和工矿企业的电能传输和电能控制等领域，对电网的建设及安全运行起到关键作用。 电力工业的快速发展，

对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加快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根据发达国家电力行业发展的经验，装备制造业、特别

是输配电装备制造业，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随着电力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输配电装备制造业将在支持电网发展、提

高电网安全、应对突发事件、保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及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螺杆泵行业以单、双、三等类型的螺杆泵为主。 该行业是通用机械行业分支下的泵行业下的第二层分支，是细分

的、极其专业化的制造工业，产品用于石油、电力、润滑、石化、食品、医药等各个方面，与国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作为我国

工业技术水平的基础设备制造行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行业下游行业主要是石油石化、船舶、润滑、环保、电力等行

业，目前乃至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行业的发展都将处于非常平稳的状态，总的来讲对螺杆泵行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479,631,688.69 1,527,068,320.83 -3.11 1,301,959,170.93

营业收入 868,733,370.21 910,529,434.35 -4.59 756,233,84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740,226.94 48,585,228.31 -65.54 33,784,63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459,702.14 17,445,889.67 -45.78 20,833,46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37,028,259.34 638,190,068.53 -0.18 600,060,32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4,026,270.81 289,882,864.54 -74.46 10,167,274.20

期末总股本 456,192,000.00 456,192,000.00 456,192,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67 0.1065 -65.54 0.07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67 0.1065 -65.54 0.07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64 7.84 减少5.20个百分点 5.77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97,160,943.86 251,303,998.65 230,227,903.19 190,040,52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9,884,152.66 17,765,510.09 5,738,923.92 -16,648,359.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177,220.36 15,688,808.13 4,726,399.64 -19,132,725.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80,261.41 22,991,429.21 -13,816,131.84 64,270,712.03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29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86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全称） 股份

数量

性质

状态

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

0

276,003,

271

60.5 0 无

国 有 法

人

天津市鑫皓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0 11,556,110 2.53 0 无

国 有 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160,145 2.01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4,481,300 0.98 0 无 未知

叶凤林 4,295,653 0.94 0 无 未知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

4,004,303 4,004,303 0.88 0 无

国 有 法

人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3,925,431 0.86 0 无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分 红－ 个人 分红 －

005L－FH002沪

0 2,000,000 0.44 0 无 未知

张英 -527,600 1,625,600 0.36 0 无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476,917 1,523,083 0.33 0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液压集团、鑫皓投资为百利装备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属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面临着增速放缓和结构调整压力，制约了投资的增长，使我国的经济处在旧动力

降速、新动力尚在积蓄力量的转型阶段。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公司秉承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和公司利益

最大化的理念，坚持内涵式增长和外延式扩张相结合以及产业平台和资本平台相结合，通过提高产品质量、拓宽销售市场、

增大研发投入、加强人力资源建设等举措，推动公司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一）提高产品质量，拓宽销售市场

公司充分重视产品质量和市场销售对制造型企业的重要意义，以产品质量拓展销售渠道，以市场竞争带动产品质量。

在质量管理方面，以客户满意为目标，持续完善质量管理机制，引入先进国际制造标准；借助OA、ERP等信息技术，全面强

化质量意识，提高质量控制技术；改进工艺流程，提升装备水平，严格把关供应商质量，实现公司产品质量的稳步提高。在产

品销售方面，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拓展销售市场，一是持续推进大客户开发工作；二是优化现有经销商队伍，加大对有资

源、有渠道的经销商的扶持力度；三是根据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及电网的投资重点，加大对轨道交通、农网改造、新能源领域

的市场开发力度；四是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探索B2C、B2B营销模式；五是通过与客户在研发阶段的合作，开发定制产品，实

现产品的专属性，提高产品毛利率；六是通过参加国内外行业展会和产品推介会，加大对产品和品牌的推广力度。

（二）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引领，持续推动自主创新，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促进主导产品技术升级以及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

工艺，不断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在本报告期内，公司共申请专利102项，其中发明专利21项；新获授权专利87项，其中发

明专利6项。 在输配电产品领域，DAM550-12铠装移开式金属封闭开关柜、4000A/2500A� Denork-F系列产品均已取得

型式试验报告； 新研发成功的NT系列全防护接线端子、 绝缘子和小型抗干扰开关电源的技术水平国内领先；

LZZBJ4-35A、LMZBJ4-10等8种互感器的研制成功，拓展了电气化铁路用互感器市场。 在泵类产品领域，重点进行了超

低噪声螺杆泵激励源分析技术、 磁悬浮驱动螺杆泵技术、17-4PH马氏体沉淀硬化不锈钢轴材质S-N特性曲线分析等突破

性技术的开发，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三）加强人力资源建设

2015年，公司围绕做强、做大输配电主营业务的战略部署，通过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的方式，加快了对发展急需的专业

技术人才、管理人才、技能人才的培养。 通过不断完善选人、用人、育人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薪酬体系及激励约束制度，鼓

励和支持员工参加继续教育和专业技能培训，逐步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制造型企业人才队伍。

（四）提升管理能级

在企业管理方面，一是兼容并蓄，公司在收购兼并进程中，不断吸收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人才选拔、技术研发、成本

控制、风险管理及工程服务方面好的管理理念。二是不断夯实基础管理，管控上移，管理下沉，实行全面预算和综合计划，以

人力资源信息化为抓手，优化部门设置和人员配置。三是加强内部控制，全面开展内控工作，保障内控制度和流程的规范执

行，加强了对公司各部门及下属子公司的内控检查和监督整改工作，强化了内部控制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五）坚定推进再融资工作

在股市行情动荡的压力下， 公司坚持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并于2015年12月30日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09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9,000万股新股。本次募集资金主要投向高温超导线材项目、超导电力技术研发中心项目、智能化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

关项目（GIS）、电子式互感器项目、VW60智能型万能式断路器项目，有利于进一步强化公司在智能电网和高温超导技术

及应用领域的行业地位，为实现公司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873.34万元，利润总额3,354.0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74.02万元。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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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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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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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5年12月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序号 子公司全称 级次

1 天津百利通海商贸有限公司 2

2 天津市百利开关设备有限公司 2

3 天津市百利纽泰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2

4 百利康诚机电设备(天津)有限公司 2

5 天津市百利电气有限公司 2

5.1 天津市百利电气配套有限公司 3

6 天津泵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2

7 戴顿（重庆）高压开关有限公司 2

8 天津市百利高压超导设备有限公司 2

9 成都瑞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

9.1 成都艾莱恩斯电气有限公司 3

9.2 成都曼德莱斯电联接有限公司 3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左斌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年3月31日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

600468

公告编号：

2016-027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六届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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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28日上午9:00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2016年3月18日由董事长左斌先生签发。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实际出席董事七名，公司监事三名及高级管理人员参

加会议。 关联董事左斌先生、赵久占先生在审议关联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左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公司董事会

讨论，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二、 审议通过《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三、 审议通过《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披露的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四、 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披露的《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度

履职情况报告》。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五、 审议通过《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披露的《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六、 审议通过《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披露的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七、 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八、 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确认，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

润13,963,012.29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1,396,301.23元，分配2014年现金红利

14,598,144.00元，加年初可供分配利润50,505,999.42元，2015年共计可供分配利润48,474,566.48元。

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6,740,226.94元。

公司董事会建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总股本540,742,345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1元（含税），共

计派发现金5,948,165.80元（含税），占公司2015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6,740,226.94元的35.53%。

本年度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九、 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同日披露的《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2016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财务审计服务费合计

为人民币柒拾伍万元，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肆拾万元，公司不承担会计师事务所的差旅费等费用。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公司拟在现有董事会成员基础上增加一名董事,人数由目前七人增至八人,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授权经营层

办理《公司章程》变更登记。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订前：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一人。

《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修订后：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八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一人。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增选杨川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委派函，提名杨川先生为公司董事。 经本公司董事会对被提名人资

格审核，确定杨川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杨川先生简历附后。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孙文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史祺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孙文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孙文志先生简历

附后。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五、 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29。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六、 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如公司未能在股票停牌两个月期满前披露重组预案，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2016年4月16日起继续停

牌不超过一个月。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七、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30。

同意五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八、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兹定于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6

年4月25日，现场会议地点为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民和道12号。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15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6-031。

同意七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上述议案中第一、三、七、八、九、十、十二、十三项须提请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附件：人员简历

人员简历

杨川，男，47岁，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曾任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麦购(天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天津市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助理，天津泰康投资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百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董事长;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孙文志，男，44岁，中共党员，硕士学位。 曾任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

表、副总经理。 现任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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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六届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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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六届十次会议于2016年3月28日下午16:00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2016年3月18日由监事会主席王德华女士签发。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三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德华女

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监事

讨论，决议如下：

一、 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需提请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二、 审议通过《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三、 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四、 审议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五、 审议通过《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2015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公司监事会在全面了解和认真审阅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后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报告期内执行职务时无违法违规行为，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利益和股东权益的

情况。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2015年年度审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三）监事会对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年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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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规定；

2、公司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

司2015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过程中，未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六、 审议通过《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实施的实际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对纳入评价范围的

业务与事项均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在日常生产经营和重点控制活动中得到了有效执行，对经营风险可以起到有效的控制作

用，不存在重大缺陷和重要缺陷。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七、 审议通过《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八、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九、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 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置换募集资金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三票，反对〇票，弃权〇票。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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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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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为3,259.63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6个月内进行

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5]3098号文《关于核准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面值为1元人民币普通股不超过9000万股新股。 根据竞价结果，每

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01元。 截至2016年1月20日止，公司实际发行84,550,345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为人民币1,

099,999,988.45元，扣除券商承销费及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其他费用23,634,550.13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

076,365,438.32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84,550,345.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991,815,093.32元。 上述非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审亚太验字(2016)020071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

额

（万元）

一 高温超导相关项目 25,550.00 23,550.00

1 高温超导线材项目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17,500.00 17,500.00

2

超导电力技术研发中

心项目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050.00 6,050.00

二 智能电网相关项目 55,500.00 53,920.00

1 GIS项目 天津市百利高压超导设备有限公司 24,000.00 23,220.00

2 电子式互感器项目 天津市百利纽泰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0 14,700.00

3 VW60项目 天津市百利电气有限公司 16,500.00 16,000.00

三 补充流动资金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0,530.00 30,530.00

合计 111,580.00 108,000.00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111538号）鉴证，截至2016年1月31日止，公司已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人民币3,259.63万元，具体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万元）

截至2016年1月31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

额（万元）

1 GIS项目 23,220.00 3,167.93

2 VW60项目 16,000.00 91.70

合计 39,220.00 3,259.63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六届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事项相关议案。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人，实际参加

表决七人，以七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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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五、 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百利电气管理层编制的专项说明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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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有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百利电气截至2016年

1月31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保荐人意见

公司本次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六届董事会十一次会议和六届监事会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相

应的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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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3,259.63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符合发行文件中披露的募集资

金用途，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

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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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

[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置换募集资金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的情形，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六、 上网公告文件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专项说明的鉴证

报告》。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股票代码：

600468

公告编号：

2016-030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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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2次数，累计交易金额为2,

571.20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百利开关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开关公司）拟向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发水电公司）及天津市机电设备工程成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成套公司）销售配电箱和配电柜，预

计交易金额分别达到240万元和600万元，共计约840万元。 鉴于天发水电公司和机电成套公司为公司关联企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3,000万

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公司间接控制人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利装备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天发水电公司董

事，故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机电成套公司为百利装备集团控股子公司，故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1、天津市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天津市北辰区天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永兴道106号

法定代表人：杨川

注册资本：肆亿壹仟叁佰叁拾玖万柒仟陆佰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水电设备的设计、制造及技术咨询；工程机械、冶金、轧钢、锻压、水泥设备的设计、制造；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普通货运；水电设备安装等。

主要股东：天津泰康投资有限公司

经审计， 天发水电公司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138,239.07万元, 净资产62,298.43万元；2014年1-12月营业收入42,

873.60万元，净利润2,588.61万元。

2、天津市机电设备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天津市南开区长江道4号

法定代表人：宫强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设备安装（机械电子工业设备安装二级企业）、土木工程建筑（凭资质证经营）；电梯安装、改造、维修、调试

（经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许可后经营）；物资供销（汽车除外）、民用建材、模具、化工（危险品易毒品除外）；机电设备工

程成套设计技术服务、咨询、开发、转让；信息咨询（限经营范围内）等。

经审计， 机电成套公司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13,055.57万元, 净资产2,110.56万元；2014年1-12月营业收入63,

151.44万元，净利润232.06万元。

（三）关联方与本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本公司与百利装备集团及其关联方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保持独立。 百利装备集团及其关联方亦不存

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百利开关公司拟分别与天发水电公司和机电成套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向上述公司销售配电箱和配电柜。 根据市场价格

定价，预计交易金额分别达到240万元和600万元，共计约84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百利开关公司尚未与天发水电公司和机电成套公司签订交易合同。

五、该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百利开关公司本次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 销售的产品为该公司主营产品， 根据市场价格定

价，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定价，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造成影响。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6年3月28日以现场方式召开董事会六届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应参加表决董事五人，实际参加

表决五人，关联董事左斌先生、赵久占先生回避了表决，以五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交易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核程序，关联董事回避

了表决，其审议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该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商品销

售，交易价格采取市场价格定价，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产生不良影响，交易的正常履行不会对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产生负面影响。 赞成董事会六届十一次会议关于关联交易的决议。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一）2016年1月1日至披露日，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1971.20万元人民币(董事

会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受让液压集团持有的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价格为1,971.20万元，

详见公司公告：2015-034、2015-050。 2016年2月公司按照合同完成付款)。

（二）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1、董事会六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受让液压集团持有的北京英纳超导技术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价格为1,

971.20万元。 （详见公司公告：2015-034、2015-050）

2、董事会六届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市百利电气有限公司向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及

天津百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租部分办公用房，租期两年，两年租金总额共计600万元。 （详见公司公告：2015-053）

八、上网公告附件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0468

股票简称：百利电气 公告编号：

2016-031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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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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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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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民和道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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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日

至2016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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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 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8 关于增加公司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

9 关于增选杨川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六届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16年3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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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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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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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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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68 百利电气 201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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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

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原件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原件到公司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原件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和股东账户卡原件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参会登记时间：2016年4月26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6:00。

3、参会登记地点：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民和道12号。

4、联系部门：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5、联系办法：

电话：（8622）83963876

传真：（8622）83963876

信函邮寄地址：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民和道12号

邮政编码：300385

六、 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二十分钟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登记有关证件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2、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31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4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关于增加公司董事会人数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9 关于增选杨川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人签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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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

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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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园城黄金 60076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昌喜 逄丽媛

电话 0535-6636299 0535-6636299

传真 0535-6636299 0535-6636299

电子信箱 ytrainman@163.com yuanyuan82827@126.com

1.6� 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14，713，081.5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19，273，319.95�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404，560，238.36，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

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不分红利，不送股，也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仍以托管乳山市金海矿业、 本溪小套峪矿业及威海金滩矿业相关矿山为主要业务。 公司针对乳山金

海矿业和威海金滩矿业两个公司的具体情况，对每项工作进行安排布置，同时对每个月生产计划与完成情况进行分析和总

结，力争达到各项工作的要求； 金海矿业公司储量评审备案和资料汇交工作已完成。 划定矿区范围的主要相关资料已经

准备就绪，同时报告期内，托管组对乳山金海矿区补充勘探，施工了1个钻孔，若干坑道，获得了较好的探矿效果。 由于金

滩矿业报告期内， 经公司托管人员实地评测， 该矿业公司的矿产扩能手续没有准确的完成时间致使相关生产不能正常进

行，经公司与金滩矿业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原合同，2015年3月14日公司与威海金滩矿业签订了《解除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协

议书》。 本溪小套峪矿区资源储量报告经过了前后两次评审，通过了辽宁省国土资源局组织的专家评审，并在辽宁省国

土资源厅进行了储量备案。获得了储量备案证明。完成了地质资料汇缴。 报告期内，通过公司托管人员对矿产探测，证照

办理、矿山基本情况的了解，对被托管矿产合法合规性进行查漏补缺，对无法达到开采合规性的矿山公司坚决予以放弃。

矿业行业情况说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整体消费低迷，金属价格低位震荡，给矿业企业带来严峻挑战和巨大压

力，公司报告期内也不可避免的受此影响。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65，423，300.71 226，377，313.42 -26.93 299，921，366.46

营业收入 16，897，964.73 46，980，655.52 -64.03 12，146，411.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713，081.59 13，932，623.33 5.60 2，065，18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241，687.91 13，389，663.57 -68.32 847，75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47，400，351.09 34，865，294.56 35.95 25，321，051.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347，010.31 29，016，094.64 -36.77 20，493，286.76

期末总股本 224，226，822.00 224，226，822.00 0.00 224，226，8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0.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05 41.17 减少75.77个百分点 3.13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167，900.00 2，821，400.00 2，837，900.00 8，070，76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0，954.91 676，193.31 22，551，607.02 -9，715，67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0，954.91 676，193.31 5，085，192.24 -2，720，65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4，086.38 843，138.51 10，151，055.81 6，358，729.6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3,12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7,348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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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园城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31,440,000 34,200,000 15.25 34,200,000 冻结 34,200,000 其他

徐诚东 31,440,000 31,440,000 14.02 31,440,000 质押 31,440,000

境内自

然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工银量化恒盛精

选D类26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

13,562,543 13,562,543 6.05 13,562,543 未知 未知

杜永斌 6,228,872 6,228,872 2.78 6,228,872 未知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工银量化恒盛精

选D类17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

5,230,046 5,230,046 2.33 5,230,046 未知 未知

辛玲 4,947,700 4,947,700 2.21 4,947,700 未知 未知

鲁商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

2,802,750 2,802,750 1.25 2,802,750 未知 未知

浙江思考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思

考20号A5－1循环

套利基金

2,400,091 2,400,091 1.07 2,400,091 未知 未知

杨立国 1,787,000 1,787,000 0.80 1,787,000 未知 未知

李利 1,480,000 1,480,000 0.66 1,480,00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大股东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徐诚东先生为持有

园城黄金股票的一致行动人关系；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陕国投·工

银量化恒盛精选D类17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陕国投·工银量化恒

盛精选D类26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思考20号A5-1循环套利基

金”的投资顾问，为持有园城黄金股票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前十名有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数量及限售条件

单位：股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

东名称

持有的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量

有限售条件股份可上市交易情况

限售条件

可上市交易时

间

新增可上市交

易股份数量

1

海南港澳国际

信托投资有限

公司

294,750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限售期已满但

公司尚未至交易所办理解除限售

的手续。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

份增减变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 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

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情况说明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自明确了以黄金产业为核心业务以来，对公司下属的参股公司和托管公司业务进行了梳理，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发

展规划。 公司的参股公司烟台园城黄金矿业有限公司下属澳大利亚昆士兰州Forsayth地区金矿主矿产公司仍在继续按照

计划进行基建工程和相关的生产工作。 乳山市金海矿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正在办理中，开发利用方案等相关手续业

已报备。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套峪矿业有限公司新的资源报告已整理完毕，目前正在办理新增资源的采矿证增量手续。 报告

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为16，897，964.73元人民币，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了-64.03%，本期营业收入的减少主要系解除威海金滩

矿业的托管工作，导致托管收入减少所致。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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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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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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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计1家，详见本附注（八）1。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董事长：徐成义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6年3月31

证券简称：园城黄金 证券代码：

600766

编 号：

2016-008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6年3月29日1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人，实到7人。会议由董事长徐成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董事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董事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董事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14，713，081.59�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19，273，319.95�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404，560，238.36，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

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不分红利，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董事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七、审议通过了《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的议案；

董事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15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董事表决结果：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董事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表决结果：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关联董事徐成义，林海先生回避表决。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时间、地点、议程、议题等具体事宜，公司将另行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董事表决结果：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上述第（二），（三），（四），（五），（七），(八)、（十）议案以及《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需提交公司2015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2015年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公司将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证券简称：园城黄金 证券代码：

600766

编 号：

2016-009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3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

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孟小花女士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进行了认真审核，提出以下意见：

1、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中国证监会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2、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本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5年度实现净利润14，713，081.59�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419，273，319.95�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404，560，238.36，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拟定

201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提取法定盈余公积，不分红利，不送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15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关于《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 3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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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计公司

2016

年日常经营性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成义、林海先生针对相关关联事项回避表决。

公司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平、公开、自愿的原则进行，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6年3月29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6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同意的票数占有效表决票数的100%� 。

独立董事事前对本交易进行了审核并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一致认为：本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自愿的原则，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预计总金额人民币300万元，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本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等规定，该议案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回避本议案的表决。

（二）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按照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关联交易协议约定及2015

年经营情况，公司对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度该类别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金额

1、关联人向公司提供商品

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套峪

矿业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二、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套峪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套峪矿业” ）

1、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本溪满族自治县小套峪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本溪满族自治县草河掌镇小套峪村

法定代表人：石巍

注册资本：20，000，000元

经营范围：金矿石开采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小套峪矿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徐诚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徐诚惠先生控制的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企业， 该关

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关联关系情形。

3、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本年度和关联方发生同类关联交易，系收取托管费用所致，关联方的经营范围为金矿石开采，关联方具备履约能

力。

（三）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城实业” ）

1、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烟台市芝罘区文化宫后街88号

法定代表人：林海

注册资本：218，778，800.00元

经营范围：建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材料、钢材、木材、

机电产品（不含金及稀有金属）的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水利工程施工。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园城实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徐诚东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徐诚惠先生所控股企业。

3、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前期和关联方发生同类关联交易，公司已履行信息披露任务，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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