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1020

公司简称：华钰矿业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86

公司简称：金晶科技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刘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邢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刘志霞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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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5,017,691.67 2,192,452,440.10 1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00,888,569.66 1,073,200,370.88 30.5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9,385,763.30 -45,266,073.06

-318.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8,370,719.50 56,745,989.90 -3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983,911.17 2,872,237.59 -30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80,135.60 2,778,130.45 -318.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56% 0.30% -286.67%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1 0.01 -2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1 0.01 -2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110,714.2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

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40.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23.63

所得税影响额 -18,107.14

合计 96,2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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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3291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 238,680,000 45.9 238,680,000 质押 35,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福金兴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

140,400,000 27 140,4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华迪宏翔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

43,056,000 8.28 43,056,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青海西部资源有限公司 22,932,000 4.41 22,932,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华迪天宇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

22,932,000 4.41 22,932,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夏德胜 1,386,259 0.27 0 未知 未知

润元华宸投资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

737,200 0.14 0 未知 未知

李连生 592,900 0.11 0 未知 未知

中信建投基金-广发银行

-中信建投-领航1号资产

管理计划

573,100 0.11 0 未知 未知

李巧珍 543,025 0.10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夏德胜 1,386,259 人民币普通股 1,386,259

润元华宸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737,200 人民币普通股 737,200

李连生 592,900 人民币普通股 592,900

中信建投基金-广发银行-中信建投-领航1

号资产管理计划

5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573,100

李巧珍 543,025 人民币普通股 543,025

龚伶俐 372,820 人民币普通股 372,820

薛瑞珍 351,325 人民币普通股 351,325

刘亚兰 29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400

潘慧娟 2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000

王铠 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发现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55,687,424.99 159,353,519.46 123.21% 主要为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预付账款 60,707,956.91 30,507,461.73 98.99% 主要为预付材料款所致

应付票据 24,000,000.00 54,000,000.00 -55.56% 主要为到期兑付所致

应付账款 81,877,632.91 120,845,367.87 -32.25% 主要为支付材料及工程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352,430.11 16,128,998.98 -73.01% 主要为支付上年末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10,565,863.35 29,681,511.98 -64.40%

主要为本期应交增值税、企业所

得税减少所致

经营收入 38,370,719.50 56,745,989.90 -32.38%

主要为销售数量及销售价格下

降所致

营业成本 18,268,518.32 28,741,129.35 -36.44% 主要为销售量下降所致

管理费用 21,281,664.81 13,652,806.52 55.88% 主要为上市费用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其

他

公司、道

衡投资

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的承诺；股价稳

定具体措施承诺；履行承诺约束措施的

承诺。

2016年1月

31日

否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

份

限

售

道衡投

资

公司控股股东道衡投资承诺：

自公司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直接和间

接持有公司的股份，也不会由公司收购

该等股份。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

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公司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

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

日）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所持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在延

长锁定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若公司

股票在上述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

应相应调整。

2016年3月

16日起36

个月内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

份

限

售

福金兴、

华迪宏

翔

公司股东福金兴、华迪宏翔承诺：

自公司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

接和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也不会由

公司收购该等股份。

2016年3月

16日起12

个月内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稳

定

股

价

道衡投

资、福金

兴

公司股东道衡投资、福金兴承诺：

如果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票连续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

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

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进行

相应调整，下同）时，公司将启动稳定股

价的预案，股价稳定措施实施后，公司的

股权分布仍应当符合上市条件。

2016年3月

16日起36

个月内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上

市

锁

定

期

满

后

减

持

承

诺

道衡投

资、福金

兴、华迪

宏翔

持股意向及减持股份意向的承诺。

2016年1月

31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公

开

承

诺

的

约

束

措

施

的

承

诺

公司、道

衡投资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等

文件作出的公开承诺。

如发生未实际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

情形，将视情况通过发行人股东大会、证

券监督管理机构、交易所指定途径披露

未履行的具体原因。

如因本公司未实际履行相关承诺事

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通过与投资者协

商确定或由有关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认定。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发行人有

权将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红予以暂时扣

留，直至本公司实际履行上述各项承诺

义务为止。

2016年1月

31日

否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关

于

填

补

即

期

回

报

措

施

的

承

诺

道衡投

资

公司控股股东道衡投资承诺：不越权干

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016年1月

31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其

他

道衡投

资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2016年1月

31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减

少

关

联

交

易

的

承

诺

福金兴、

华迪宏

翔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6年1月

31日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注：道衡投资系西藏道衡投资有限公司的简称，福金兴系北京福金兴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简称，华迪宏翔系北京华迪宏翔矿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简称。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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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建军

日期 2016-04-23

股票代码：

601020

股票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

2016-012

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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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4月18日向全体董

事、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书面、电子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6年4月23日在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和电话会

议的相结合形式召开。 本次由公司董事长刘建军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260,000,000元置换截止2016年3月31日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210812号《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编制了《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将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于安全性、

流动性较高的短期理财产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3日

股票代码：

601020

股票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

2016-013

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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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6年4月17日向全体监事

以书面、电子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6年4月23日在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

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劲松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认真审议研究，与会监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

全体股东利益，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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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资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260,000,000元置换截止2016年3月31日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真实、公允地反应了公司2016年第一季度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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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会计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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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晶科技 60058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董保森 吕超

电话 0533-3586666 0533-3586666

传真 0533-3585586 0533-3585586

电子信箱 dongbaosen@cnggg.cn lvchao@cnggg.cn

1.6�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5年度实现税后利润37,

473,449.48� 元， 提取盈余公积金3,747,344.95�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96,535,198.12�

元，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30,261,302.65�元。 报告期内公司

虽实现盈利，但目前玻璃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未现明显改观，市场价格仍然处于低位运行，

整体经营形式依然严峻，从公司及股东长远角度考虑，结合公司实情，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了该方案，同时独立董事发表

意见如下：1、玻璃行业产能过剩目前尚未有明显改观，市场价格仍然处于低位运行，整体经

营形式依然严峻，为了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所需资金，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为下

一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2015年利润不分配的预案是从确保公

司正常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作出的决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切合公司现状，对股东

的长远利益不会构成损害。 2、公司董事会提出对未分配利润的用途计划主要是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符合客观实际。 3、我们同意此分配预案。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业务主要涵盖玻璃和纯碱行业， 企业采取自产自销的经营模式， 具体如下：

（一）玻璃行业 1、金晶科技平板玻璃生产基地分布在淄博、山东滕州、河北廊坊、宁夏石

嘴山等区域，合计拥有10条生产线，产能3000万重量箱，产品主要包括2-25mm多种厚度、

规格的浮法玻璃、汽车玻璃原片、超白玻璃等。 作为中国平板玻璃标准的制定者，中国超

白玻璃产品的开拓者，金晶产品品质与性能得到行业及社会的高度肯定。 北京银泰中心、鸟

巢、水立方、上海世博阳光谷、上海中心大厦、环球金融大厦、金茂大厦、阿联酋的迪拜塔（哈

利法塔）等地标性建筑均采用了金晶产品，彰显了公司产品的高端品质和实力。 2、工程

玻璃基地位于北京大兴、淄博博山，其镀膜玻璃生产线装备水平达到国内一流，产能逾千万

平米，经过坚持不懈的市场开拓，已经具备了放量生产的能力。 3、汽车玻璃：公司控股子

公司金晶匹斯堡汽车玻璃公司设计产能为年产200万套高端节能汽车玻璃， 项目一期已于

2016年一季度投产。 （二）纯碱行业 公司纯碱基地位于山东昌邑，年产能100万吨。 纯

碱作为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玻璃、化工、冶金、等行业，目前公司纯碱业务位于

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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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3,624,444.99 8,954,362,637.98 9.26 8,391,533,205.35

营业收入 3,324,688,834.25 3,581,051,677.33 -7.16 3,464,443,38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7,931,843.26 -200,024,913.18 113.96 99,867,63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7,494,376.13 -208,649,411.83 67.65 68,979,962.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961,435,275.12 3,930,485,896.15 0.79 4,130,492,680.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87,042,301.60 318,963,412.48 21.34 402,940,998.11

期末总股本 1,458,892,400.00 1,422,707,400.00 2.54 1,422,707,4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14 114.00 0.0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14 114.00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75 -4.96 增加5.71个百分点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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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372,373.32 865,659,564.83 812,422,872.39 911,234,02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255,222.83 -27,711,493.33 -30,573,928.23 133,472,48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9,410,851.69 -58,150,755.27 -24,743,770.64 64,811,00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791,562.19 72,451,525.87 35,115,795.19 48,683,4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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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4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23,38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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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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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

公司

457,635,278 31.37 0 质押 396,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民

生－民生加银鑫牛定向

增发2号分级资产管理计

划

43,999,224 3.02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

38,252,100 2.62 0 未知 国有法人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19,600,000 1.34 0 未知 国有法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2,871,219 0.88 0 未知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9,319,484 0.64 0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

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9,110,000 0.62 0 未知 未知

东方基金－广发银行－

东方基金元健进取1号资

产管理计划

8,821,566 0.60 0 未知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7,165,618 0.49 0 未知 未知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6,456,218 0.44 0 未知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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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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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25亿元、2793万元，同比变动-7.16%、113.96%。其中，玻

璃业务、纯碱业务分别实现收入22.92亿元、9.96亿元。

2015年玻璃制品受制于行业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低迷压制， 产品销售价格低位徘徊，

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了同比减亏；纯碱得益于成本的下降，保持了较好的盈利能

力。

玻璃板块：

（一）玻璃原片：公司玻璃原片业务主要集中于金晶本部和滕州公司。

针对于目前行业状况，本部先后有两条生产线进入停产冷修，同时基于对未来市场走

势的分析判断，结合对各类产品的调研分析，利用金晶超白业内第一的品牌优势，减少普通

白玻产能，为超白玻璃、颜色玻璃、汽车玻璃原片等附加值高的产品让出了足够的市场空

间。

滕州公司通过严格落实产品产量、质量与成本挂钩，分解经营压力，利用自身区位和成

本优势，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加大汽车玻璃原片、阳光膜玻璃、大板玻璃、颜色玻璃等附加值

高的系列产品生产能力，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下，创造了相对较好的效益。

（二）工程玻璃：北京公司、淄博博山基地的镀膜玻璃装备水平达到国内一流，2015年

一是通过研发创新，开发镀膜产品25款，创新体系日渐成型；二是强化营销渠道建设，终端

项目开发逐步推进，成功入围武汉烽火科技、重庆国博、长沙中机国际等大型工程。 通过上

述产品创新、营销推进为生产线的放量生产做好准备。

（三）项目建设：大力推进宁夏石嘴山基地工程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迎来国家“新丝绸

之路”开辟的发展机遇和红利。 金晶匹斯堡汽车玻璃公司年产200万套高端节能汽车玻璃

一期项目已于2016年一季度投产。

纯碱板块：

2015年纯碱行业整体形势较好，受到联碱法纯碱生产企业市场份额降低，以及原盐、焦

炭等原料、燃料价格的持续下跌，使得纯碱生产制造成本大幅下降，海天公司2015年赢利持

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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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详见附注七.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本年度新纳入合并范

围的子公司为北京金晶绿建科技有限公司及澳大利亚子公司 Jin� Jing� Holding�

Australia� Pty� Ltd，详见附注六。本财务报表由本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4月21日批准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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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04.25

证券代码：

600586

股票简称：金晶科技 编号：临

2016－005

号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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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4月11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召

开六届十次董事会的通知， 会议于2016年4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刚

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同意通过如下事项：

1、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金晶科技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工作报告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以及摘要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15年度实现税后利润37,473,

449.48� 元，提取盈余公积金3,747,344.95�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496,535,198.12� 元，截

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30,261,302.65�元。

报告期内公司虽实现盈利，但目前玻璃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未现明显改观，市场价格

仍然处于低位运行，整体经营形式依然严峻，从公司及股东长远角度考虑，结合公司实情，

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1）玻璃行业产能过剩目前尚未有明显改观，市场价格仍然处于低位运行，整体经营

形式依然严峻，为了保证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所需资金，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为下一

步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提出的2015年利润不分配的预案是从确保公司

正常和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作出的决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切合公司现状，对股东的

长远利益不会构成损害。

（2）公司董事会提出对未分配利润的用途计划主要是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客观实

际。

（3）我们同意此分配预案。

7、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审计机构，并支付2015年

度审计费用120万元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内控审计机构并支付审计费用40

万元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公司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详见同日发出的关于山东海天生物化工

有限公司与廊坊金彪玻璃有限公司201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临2016-007

号。 ）

关联董事王刚、孙明、邓伟回避表决

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公司2014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关于召开本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发出的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

东大会的通知，临2016-008号）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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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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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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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16年4月11日发出召开六届六次监事会的通

知，会议于2016年4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议由监

事会主席朱永强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一致形

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以及摘要》，并对董事会编

制的年度报告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年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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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没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审议通过金晶科技内控评价报告的议案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04.25

证券代码：

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编号：临

2016

—

007

号

关于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与廊坊金彪玻璃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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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预计2016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纯碱的生产销售，公司注

册资本136,912.00万元，位于山东昌邑。 廊坊金彪玻璃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

持股比例45%，主要从事浮法玻璃的生产销售，公司注册资本14,933.33万元，位于河北廊

坊。

廊坊金彪玻璃有限公司向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采购纯碱构成关联交易， 预计

2016年交易金额为1800万元。

二、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价格公允的原则，参照国家

的有关价格标准和市场价执行，不存在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纯碱系玻璃的原材料，廊坊金彪玻璃有限公司向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采购纯碱

是为了满足该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充分利用了公司的产业链优势，利于公司发展。

产品的采购和销售都按照市场价执行，不存在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的

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四、2016年度关联交易预案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召开六届十次董事会，关联董事王刚、孙明、邓伟回避表决，其余

6名董事全部同意本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前对上述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同意提交董

事会讨论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业务经

营中必须的，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双方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签署《经销框架协议》。 双方将严格执行上述协议的

约定。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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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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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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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9点 00分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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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0日

至2016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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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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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晶科技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金晶科技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金晶科技2015年度报告以及年度报告摘要 √

4 审议金晶科技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

6

关于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

7 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

第六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16年4月25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04号、临

2015-005号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将在股东大会召开前至少五个工作日刊登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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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86 金晶科技 201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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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本人的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方股东帐户卡；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登记办法：公司股东或代理人可直接到公司办理登记，也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办理

预约登记。

3、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1、联系人：董保森 吕超

2、联系电话：（0533）3586666� � � � �传 真：（0533）3585586

3、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宝石镇王庄

4、邮政编码：255086

5、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其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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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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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晶科技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金晶科技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金晶科技2015年度报告以及年度报告摘要

4 审议金晶科技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本公司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6

关于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为本公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审议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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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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