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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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牌集团 股票代码

00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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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皓平 曾文忠

电话

0753-7887036 0753-7887036

传真

0753-7887233 0753-7887233

电子信箱

gdtpzhp@126.com tp@tapa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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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998,858,671.58 1,578,245,311.51 26.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56,014,859.45 97,305,685.59 26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51,958,913.20 80,883,544.19 33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37,209,013.26 145,824,670.45 268.3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979 0.1088 265.7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979 0.1088 265.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6% 2.80%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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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11,432,650.03 5,445,326,763.47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976,662,214.33 3,777,022,405.17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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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9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钟烈华 境内自然人

20.12% 180,000,000 135,000,000

徐永寿 境内自然人

16.43% 147,000,000 73,500,000

张能勇 境内自然人

16.43% 147,000,000 73,500,000

质押

26,810,000

彭倩 境内自然人

12.74% 114,000,000 57,000,000

DEUTSCHE BANK

AKTIENGE鄄

SELLSCHAFT

境外法人

0.33% 2,976,209

钟翠 境内自然人

0.31% 2,737,939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浦江之星

8

号集合资金信

托

其他

0.26% 2,350,299

李广明 境内自然人

0.26% 2,328,522

陆子蓉 境内自然人

0.23% 2,065,90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银保分

红

其他

0.20% 1,786,7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钟烈华

、

张能勇和徐永寿三人为一致行动人是公司的共同控制

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钟翠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17,798

股

，

通过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20,141

股

；

李广明通过普通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

，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2,328,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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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初步核算上半年GDP同比增长7.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17.3%，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14.1%。

2014年上半年，全国水泥累计产量11.44亿吨，同比增长3.58%；全国水泥行业实现利润总额342亿

元，同比增长52.69%。 （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4年上半年，在广东实施振兴粤东西北战略后，公司主销区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增加，拉动水泥需求

增长较快，同时粤东地区落后水泥产能淘汰后供给有所下降，区域水泥市场供求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公

司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力促进水泥销售，不断提高产能利用率，实现了水泥产销两旺，量价齐升，使

得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2014年上半年， 公司实现水泥产量594.66万吨、 销量581.28万吨， 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了9.46%、

8.32%；实现营业收入199,885.87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601.49万元，较上年同期分别增

长了26.65%、265.87%，每股收益0.40元。

2014年上半年，得益于水泥销售量价齐升，水泥平均售价较上年同期上升了17.67%；得益于煤炭价

格下降和产能利用率上升,水泥平均销售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了4.85%。在水泥销售量价齐升和成本下降

叠加影响下，报告期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了大幅度增长。

报告期内，全资控股企业实现混凝土销售30.24万方、营业收入9,721.87万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了20.35%、29.35%；实现管桩销售23.32万米，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7.52%，在销量下降的情况下实现营业

收入3,116.2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4.89%，系管桩售价上升及新增受托加工收入所致；骨料业务有序

发展。 报告期内，用于公司混凝土和管桩生产的内部水泥销量为7.62万吨，在合并时已作抵销，未包含在

上述对外水泥销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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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转让股权的方式，转让了持有的漳州塔牌混凝土构件有限公司（漳州塔牌）55%及大余县

京桥混凝土有限公司（大余京桥）41%股权，转让后不再控制被投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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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坤皇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36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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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于2014年7月30日以专人送达及传真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的通知》。 2014年8月10日，公司在塔牌桂园会所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烈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位，实际出席董事7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2014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2014年上半年，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违规情形。

《2014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八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233

证券简称：塔牌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37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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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年8月10日在塔

牌集团会所举行。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4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半年度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3、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年度报告编制、审议、信息披露的公司有关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出现违反

信息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4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2014年上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

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认真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

《2014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 http://www.

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零一四年八月十日

1、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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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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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孙亚宁、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夏仲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梁德强

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天保基建 股票代码

000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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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峰 王鸿林

、

付丹丹

电话

（

022

）

84866617

（

022

）

84866617

传真

（

022

）

84866667

（

022

）

84866667

电子信箱

dongmi@tbjijian.com tbjj000965@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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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813,215,163.55 543,401,691.18 49.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47,811,080.87 81,829,773.54 80.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7,782,940.50 79,954,773.54 84.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8,910,318.59 -1,552,668.10 -2,406.0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12 58.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12 5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1% 3.28%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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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087,194,031.33 5,291,349,995.53 1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131,548,611.76 2,604,999,015.44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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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天保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45% 519,087,178 0

南京瑞森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人

6.05% 61,000,000 61,000,000

质押

61,000,000

兴业证券

－

光大

银行

－

兴业证券

鑫享定增

9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3.87% 39,080,000 39,080,000

招商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5% 35,800,000 35,800,000

宝盈基金

－

平安

银行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112

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3.46% 34,900,000 34,900,000

深圳同方知网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5% 34,800,000 34,800,000

永赢基金

－

宁波

银行

－

永赢永恒

一期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3.44% 34,750,000 34,750,000

永赢基金

－

宁波

银行

－

永赢永恒

二期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3.44% 34,750,000 34,75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1.56% 15,700,000 15,700,000

方正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72% 7,27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第一大股东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

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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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其他

9

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

其它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不适用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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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②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面对较为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围绕2014年度经营计划，不断调整经营策

略和营销思路，积极应对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持续调控。不断提升经营效率。积

极推进库存去化，存货结构保持合理水平。 加大在建和建成商品房的预销和销

售力度，回笼建设资金和增加现金流。 灵活把握市场机会，对项目进行精准定

位，推进在建项目的开发进度，准确把控项目开发建设节奏。 充分利用融资平

台，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融资14.12亿元，提升了公司行业地位、资金实力和

股份的流动性，为公司持续快速发展做好资金保障。 在做好房地产开发主业的

同时，公司结合自身和区域实际，不断挖掘区域资源，拓展新的业务渠道，通过

收购天津中天航空工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60%股权，使经营业务向航空领域扩

展，打造新的盈利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报告期，公司不断强化规范治理，确保决策机构规范、高效运作，完成了董

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成立了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聘任了新一届经营

管理层。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上市公司决策

机制，提高三会决策效率等方面做工作，推动公司实现更大的发展。公司内控建

设工作持续推进。为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保证经营活动高效开展，按照市场化

原则及公司所处行业、规模的薪酬水平,�完善了公司的《薪酬管理制度》，增强

了公司薪酬体系的科学性、激励性、竞争性，更好地形成薪酬与绩效紧密关联、

良性互动的机制。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81,321.5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26,

981.34万元， 增长49.65%。 营业利润为18,927.7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8,

874.05万元，增长88.27%。 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均有较大增长，主要是公司加快

销售速度，加大回款力度，增强去化能力，并且部分已售商品房达到收入确认条

件，结转相应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为19,858.4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627.80

万元，增长76.82%。 净利润为14,781.1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598.13万元，

增长80.63%，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781.11万元，比上年同期

增加6,598.13万元，增长80.63%。 利润总额、净利润同比均有所增长主要受本

年营业利润增长的影响。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为608,719.40万元，比上年期末增加79,584.40万

元，增长15.04%。 负债总额为195,564.54万元，比上年期末减少73,070.56万

元，下降27.2%，资产负债率为32.13%。 资产、负债结构变化主要是报告期公司

实施并完成了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14.12亿元， 新增了相应的注册资本

（股本）和资本公积。 报告期公司还偿还了天保控股公司2亿元股权转让款，以

及归还长期借款2亿元。

基于对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判断，公司将紧盯国家政策和市场变化，采取

有效措施，积极应对行业调控。按照“市场导向，优化提升，加快发展”的总体要

求，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经营管理工

作，在资产规模、资源储备、盈利模式等方面取得突破，创新经营管理思路，多种

渠道创造收入，挖掘区域资源，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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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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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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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9日，公司子公司天津市天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在

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公告期限届满。 2014年1月10日，公司收到天津产权交

易中心《通知书》，告知公司转让天津市天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挂

牌公告期间没有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2014年1月14日，公司根据前次挂牌情况，

同时参照《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要求，召开五届二十四次董

事会重新审议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天津市天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股权

事项，调整挂牌起始价为7131万元，转让标的其他挂牌条件不变。2014年2月19

日，挂牌期满，确认摘牌方为内蒙古中加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摘牌价为第二次挂

牌起始价7131万元。2014年3月21日，已收齐全部股权转让款项。2014年3月31

日，双方已办理完产权转让和工商变更的相关手续。报告期，天津市天材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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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亚宁

二○一四年八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965

证券简称：天保基建 公告编号：

2014-48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4年7月30日以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同时送达公司全体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4年8月8日在公司会议室举行。公司全体董事孙亚宁先

生、路昆先生、王宝琨先生、薛晓芳女士、范春明先生、段宝森先生、张文林先生

共7人亲自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孙亚宁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合计10,312.98万

元。 详情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关

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三、以3票回避、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天津天保财务

有限公司风险评估审核报告的议案》。 关联董事孙亚宁先生、王宝琨先生、薛晓

芳女士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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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9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公司全体监事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4年7月30日以书面文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于2014年8月8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公司全体监事尹宏海先生、王小潼先生、杨丽云女士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尹宏海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决议如

下：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确认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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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0,

312.98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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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52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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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天津天保

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保基建” ）于 2014年8月8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10,312.98万元。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4〕402号文核准， 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

316,600,000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发行价格为4.46元/股，募集资金总

额人民币1,412,036,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

393,969,933.37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验证，并出具了XYZH/2013TJA2034-2号《验资报告》。 募集资金净额

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额

天保房地产空港商业区住宅项目

（

一期

）

109,597.34 63,000.00

天保金海岸

D06

住宅项目

45,032.66 25,500.00

天保金海岸

D07

住宅项目

64,339.81 36,500.00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 计

248,969.81 155,000.00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

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

序予以置换。

三、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经天津空港经济区发展和改革局、天津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分别立项批准，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和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加速项目进度，加快公司发展，

募投项目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由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目前扣除发行

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393,969,933.37元，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存

储专户中管理。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在各募投项目的使用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使用分配

天保房地产空港商业区住宅项目

（

一期

）

109,597.34 63,000.00

天保金海岸

D06

住宅项目

45,032.66 25,500.00

天保金海岸

D07

住宅项目

64,339.81 20,893.99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 30,000.00

合 计

248,969.81 139,396.99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实际投资10,312.98万元。 公司

拟运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共人民币10,312.98万

元。 具体置换金额分配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已预先投入金额 用募集资金置换的金额

1

天保房地产空港商业区住宅项目

（

一期

）

101,188,853.84 101,188,853.84

2

天保金海岸

D06

住宅项目

807,954.83 807,954.83

3

天保金海岸

D07

住宅项目

1,132,952.98 1,132,952.98

合 计

103,129,761.65 103,129,761.65

四、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专项鉴证情况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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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的要求，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执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天津天保基建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

（XYZH/2014TJA2003），认为：公司编制的《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专项说明》 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

了公司截止2014年6月30日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年8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312.98万元。本次置换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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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

金，内容及程序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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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规定。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利用效率，促进

公司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 公司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金额已经注册会计师鉴

证，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

况，未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10,312.98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本次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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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规定，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0,

312.98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八、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天保基建本次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行为符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申请文件中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 置换金额不超过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

利益。 该置换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发表了同意意见，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出具了鉴证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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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

规定的要求，同意天保基建在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后实施本次募集资金置换

行为。

九、备查文件

1.六届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六届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的独立意

见。

3.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4.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关于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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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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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大幅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1）2014年1～9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85.06% -117.72%

盈利

：

9,186.16

万元

盈利

：

17,000

万元–

20,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20

元

-0.23

元 盈利

：

0.13

元

（2）2014年7～9月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

：

2,218.89

万元

- 5,218.89

万元 盈利

：

1,003.19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0.02

元 –

0.05

元 盈利

：

0.01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未经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同时三季度部分商品

房将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预计较上年同期将有较大增

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2014年1至9月准确财务数据以公司公布的2014年度三季度报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八日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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