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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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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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中国玻纤 股票代码

6001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源

（

代

）

李畅

电话

010-68139190 010-68139190

传真

010-68139191 010-68139191

电子信箱

cfgcl@cnbm.com.cn cfgcl@cnbm.com.cn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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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7,883,509.64 19,230,011,225.23 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22,458,298.77 3,705,099,178.77 0.47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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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899,124.69 516,674,414.26 -28.99

营业收入

2,833,986,152.38 2,576,462,756.18 1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131,149,226.21 81,357,188.59 6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127,101,252.97 77,880,396.39 63.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4944 2.2129

增加

1.2815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03 0.0932 61.2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03 0.0932 61.27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8,261

截止报告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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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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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79 286,094,685 54,341,373 0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20.68 180,425,264 51,978,704

质押

168,446,560

PEARL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境外法人

10.02 87,418,729 87,418,729 0

SUREST FINANCE

LIMITED

境外法人

4.33 37,802,694 37,802,69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其他

1.95 17,000,000 0 0

瀚亚投资

(

香港

)

有限公司 其他

0.88 7,705,331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其他

0.81 7,091,761 0 0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6,877,547 0 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69 6,000,135 0 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45 3,957,02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 国 建 材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振 石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PEARL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

、

SUREST FINANCE

LIMITED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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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亦未知是否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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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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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玻纤行业呈现恢复性增长的趋势。 公司以“提质量、强管理，调结

构、重创新，拓市场、谋布局，带队伍、树品牌”为工作思路，通过强化质量意识，突出质量管理；强化结构调

整，突出资源整合；强化科技创新，突出节能减排；强化市场营销，突出全球布局；强化队伍建设，突出文化

引领，确保了2014年上半年生产经营各项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78,543.83万元，同比增长9.98%；实现营业利润18,825.40万元，

同比增长39.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114.92万元，同比增长61.20%。

2014年上半年公司重大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如下：

1、桐乡生产基地年产12万吨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技改项目

桐乡生产基地年产12万吨玻纤池窑拉丝生产线技改项目已于2014年5月顺利完成冷修改造，冷修改

造的顺利完成使公司继续保持了目前世界上技术装备最先进、工艺布局最合理、能耗最低、效率最高的玻

纤生产线的记录，并在超大型单体池窑冷修上迈出历史性一步，为今后的超大型池窑冷修积累了宝贵的

经验。

2、年产1亿米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生产线增资项目

年产1亿米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生产线增资项目已投产，使公司在电子级玻纤布领域实现大步迈进，并

为多元化、差别化生产拓展了空间。

3、桐乡生产基地年产12万吨池窑拉丝生产线节能技改项目

桐乡年产10万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建于2006年，根据实际运行情况，公司于2014年5月

开始对其进行停产冷修和节能技改。

本次技改项目将集成应用公司自主研发的国际先进技术，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将原生产线改建为设

计年生产能力12万吨的高性能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完成后，有利于提升产品性能和附加值，也

将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

4、年产六十万吨生产基地配套自动化仓储中心建设项目

为提高桐乡生产基地产品的物流周转效率，有效降低仓库租赁成本，巨石集团开工新建桐乡年产六

十万吨玻璃纤维生产基地配套自动化仓储中心。

项目目前正在建设之中，项目建成后，有利于降低产品运输费用，完善仓储条件，保证产成品质量并

降低仓储费用。

3.1主营业务分析

3.1.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

营业收入

2,833,986,152.38 2,576,462,756.18 10.00

营业成本

1,873,054,581.11 1,763,625,790.46 6.20

销售费用

81,929,017.78 72,984,659.47 12.26

管理费用

259,316,485.94 235,235,868.56 10.24

财务费用

384,798,823.91 336,926,981.62 1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899,124.69 516,674,414.26 -28.9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4,488,510.11 -705,863,135.89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693,753.42 308,317,213.36 -139.15

研发支出

75,597,829.46 68,696,121.90 10.05

变动原因主要为：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本期销量增长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本期能源及人工成本增长所致；

3.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本期运输费及人工成本增长所致；

4.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本期职工薪酬、技术开发费等费用增加所致；

5.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汇兑损失增加，同时公司本期有息债务增加使得利息支

出上升；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影响因素为：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减少以及支

付职工薪酬及税费增加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影响因素为：本期购建长期资产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影响因素为：本期偿还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9.研发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公司本期投入技术开发费增加所致。

3.1.2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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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润构成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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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涉及在招股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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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见本节前述"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4)�其他

无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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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玻纤及制品

2,724,682,046.21 1,821,618,398.36 33.14 17.16 17.01

增加

0.09

个百分点

其他

60,756,253.54 41,510,733.87 31.68 -70.65 -77.50

增加

20.81

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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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内

1,481,112,045.46 6.25

国外

1,304,326,254.29 14.65

3.3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与国内外其他玻璃纤维制造企业相比，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在成本控制管理、生产技术创新、

营销网络建设以及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

(1) 成本控制管理

公司积极采用各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手段严格控制成本。 例如：依靠技术创新和精细管理，提高窑炉

熔化率和拉丝成品率，从而提升单台炉位产量，降低单位产出消耗，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通过提高自动

化程度，减少用工，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建立健全以产品生产费用考核制度为核心的成本控制管理

制度体系，规范操作，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此外，公司长期坚持推行增收节支降耗工作，每月滚动更新工

作目标，并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从而保证增收节支降耗落到实处。

(2) 研发及技术创新

2012年，公司技术中心被国家有关部委联合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技术中心的建立，

有助于促进公司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对提升企业资质、提高核心竞争力、拓展国内外市场和做强做

优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公司已经拥有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核心技术，如“无

碱池窑拉丝生产线全套技术” 、“中碱池窑拉丝生产线全套技术” 、“玻纤废丝池窑拉丝生产技术” 等。 公

司自主设计、建设的年产12万吨无碱玻纤池窑生产线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单座无碱池窑生产线。 公

司的技术能力和硬件设施装备水平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此外，公司自主研发的高性能玻璃纤维配方E6

以及E7系列产品，均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2014年上半年公司共申请专利31

件，其中发明申请12件，实用新型申请19件；获得专利授权39件，其中发明3件，实用新型36件；截止2014

年上半年，公司有效专利331件，其中发明39件。

(3) 营销网络建设

公司实施全球营销战略，并始终坚持“规模扩张与市场开拓同步” 的原则。 截至2014年上半年，公司

已在美国、埃及、韩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法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海外子公司，并在英国、德

国拥有2家独家经销商，全球营销网络进一步完善。

(4) 人力资源储备

公司通过坚持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相结合，已打造了一支能适应并助力企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管理及

技术人员队伍，既满足公司的现时发展需要，又为后续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源。

3.4投资状况分析

3.4.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未持有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和期货公

司等金融企业股权。

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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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4.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4.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企业名称

公司持

股比例

主要产

品或业

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

润

净利润

巨石集团

有限公司

100%

玻 纤 产

品 的 生

产销售

392,

176.30

1,914,

982.82

611,

110.19

277,

533.37

27,

467.97

22,

012.93

北新科技

发展有限

公司

100%

建 材 产

品 的 销

售

9,000 10,904.39 6,926.70 5,865.24 296.83 174.93

3.4.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

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

项目收益情况

巨石美国玻璃纤维有

限公司建设年产

10

万

吨无碱玻璃纤维池窑

拉丝生产线

33,113

万美元

前 期 准 备 阶

段

，

尚未正式

开工

/ /

尚未开工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年

产

12

万吨无碱 池窑 拉

丝生产线节能技改项

目

16,204.76

2014

年

6

月 已

完工投产

16,003 16,003

完工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年

产

12

万吨无碱 池窑 拉

丝生产线节能技改项

目

（

10

万吨改

12

万吨

）

20,002.27

预计

2014

年

9

月完工投产

1,237 1,237

建设中

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

限公司建设年产

1

亿米

电子级玻璃纤维布生

产线增资项目

18,614

万美元

预计

2014

年

8

月完工投产

32,153 48,012

建设中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建

设年产六十万吨玻璃

纤维生产基地配套自

动化仓储中心项目

19,221.79

预计

2014

年

12

月完工投

产

7,270 7,270

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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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

及其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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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董事长（签字）：

曹江林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176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

2014-037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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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4年8月15日在北

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2号楼10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7月26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江林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本人出席的董事7人；董事

张毓强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周森林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宋军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独立董

事李怀奇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全体与会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176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编号：

2014-038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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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8月15日在北京

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2号楼10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年7月26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谊民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本人出席的监事2人；监

事赵军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监事会主席李谊民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

合法有效。

经审议，全体监事一致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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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出了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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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

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15日

股票代码：

600176

股票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

2014-039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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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集团” ）

2、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九江” ）

3、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成都” ）

4、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攀登” ）

5、巨石日本公司（以下简称“巨石日本” ）

6、巨石印度公司（以下简称“巨石印度” ）

7、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石香港”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1、中国玻纤为巨石集团担保30,000万元，中国玻纤累计为巨石集团担保52.37亿元；

2、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九江担保25,000万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九江担保28.70亿元；

3、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成都担保45,000万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成都担保21.92亿元；

4、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攀登担保39,000万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攀登担保6.55亿元；

5、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日本担保70万美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日本担保70万美元；

6、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印度担保450万美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印度担保450万美元；

7、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香港担保4,150万美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香港担保8,150万美元。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131.56亿元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30,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4年

债权人：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与招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30,000万元融资租赁协议提供担保，

期限4年。

2、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25,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1年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八里湖支行浔庐分理处、招商银行九江支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九江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1）向中国农业银行八里湖支行浔庐分理处申请的20,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

（2）向招商银行九江支行申请的5,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

3、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成都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45,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1-7年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第三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锦城（东）支行、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成都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1）向中国建设银行第三支行申请的20,000万元贷款，期限7年；

（2）向中国农业银行锦城（东）支行申请的20,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

（3）向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的5,000万元贷款，期限1年。

4、被担保人名称：巨石攀登电子基材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39,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半年-6年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桐乡支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攀登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1）向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的35,000万元贷款，期限6年；

（2）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桐乡支行申请的4,000万元贷款，期限半年。

5、被担保人名称：巨石日本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70万美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1年

债权人：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海外子公司巨石日本在民生银行杭州分行申请的70万美元保函提供

担保，期限1年。

6、被担保人名称：巨石印度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450万美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1年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海外子公司巨石印度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的450万美元

保函提供担保，期限1年。

7、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担保协议总额：4,150万美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1-2年

债权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为其全资子公司巨石香港申请的以下贷款提供担保：

（1）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的1,000万元贷款，期限2年；

（2）向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申请的3,150万元贷款，期限1年。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014年（自

公司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由公司本部为下属子公司贷款提

供担保以及由巨石集团为其子公司（包括海外子公司）或巨石集团子公司为巨石集团贷款提供担保的总

额度为152.1亿元人民币和4.4亿美元。

为上述贷款提供担保后，均未超过公司预计的2014年各项担保额度。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巨石集团

巨石集团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注册资本392,176.3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张毓强；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集团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1,881,829.62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1,291,

075.99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590,753.64万元人民币，2013年净利润51,394.06万元人民币， 资产负债率

68.61%。

2、巨石九江

巨石九江是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注册资本70,6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

表人杨国明；主要经营：生产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九江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272,748.52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186,282.21万

元人民币，净资产86,466.31万元人民币，2013年净利润1,309.70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68.30%。

3、巨石成都

巨石成都是巨石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注册资本88,990.07万元人民币；法定

代表人杨国明；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成都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259,039.27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152,529.91万

元人民币，净资产106,509.36万元人民币，2013年净利润366.64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58.88%。

4、巨石攀登

巨石攀登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经济开发区；注册资本5,520万美元；法定代

表人杨国明；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限IT产业及其他高科技领域用）。

巨石攀登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87,471.50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33,154.66万元

人民币，净资产54,316.84万元人民币，2013年净利润4,748.15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37.90%。

5、巨石日本

巨石日本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日本东京；注册资本5,000万日元；法定代表人人见正孝；

主要经营：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销售以及玻纤生产相关机械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巨石日本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798.10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677.13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121.97万元人民币，2013年净利润-16.44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84.84%。

6、巨石印度

巨石印度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印度孟买；注册资本2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何羿；主要经

营：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销售以及玻纤生产相关机械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巨石印度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3,136.40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3,306.49万元人民

币，净资产-170.09万元人民币，2013年净利润-370.89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105.42%。

7、巨石香港

巨石香港是巨石集团的子公司，注册地点：香港；注册资本6,9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张毓强；主要经

营：玻璃纤维纱及其制品销售以及玻纤生产相关机械设备及原材料的进出口业务。

巨石香港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45,732.80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22,554.36万元

人民币，净资产23,178.44万元人民币，2013年净利润920.19万元人民币，资产负债率49.32%。

三、股东大会意见

公司于2014年4月25日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及全资子公司2014年为

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2014年（自公司召开2013年度股东大会之日起至召开2014年度股东

大会之日止）由公司本部为下属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以及由巨石集团为其子公司（包括海外子公司）或

巨石集团子公司为巨石集团贷款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152.1亿元人民币和4.4亿美元。 本次担保为股东大

会授权额度内的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2014年7月末，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131.56亿元人民币（全部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占公司

2013年末净资产的355.09%，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目录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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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赣锋锂业 股票代码

002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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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明 余小丽

电话

0790-6415606 0790-6415606

传真

0790-6860528 0790-6860528

电子信箱

ouyangming@ganfenglithium.com 524137636@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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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6,929,845.97 328,925,306.89 2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9,132,283.46 34,884,912.90 1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5,634,980.50 29,224,994.46 21.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8,483,131.70 -8,705,314.78 312.32%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0.23 -4.3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 0.23 -4.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2% 4.31%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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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91,101,973.29 1,795,891,836.47 -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386,072,456.54 1,341,058,317.62 3.3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20,81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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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良彬 境内自然人

25.92% 46,198,192 34,648,644

质押

7,980,501

王晓申 境内自然人

9.26% 16,498,984 12,374,238

质押

2,383,300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

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44% 6,131,266 0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09% 5,500,000 0

信达澳银基金

－

民生

银行

－

信达澳银基金

－

定增分级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3% 5,400,000 5,4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

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0% 5,340,548 0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1% 3,400,000 3,400,000

宝盈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78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1% 3,400,000 3,400,000

周雪钦 境内自然人

1.85% 3,300,000 3,300,000

质押

3,300,000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5% 3,300,000 3,300,000

质押

3,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

、

公司控股股东李良彬家族与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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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本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无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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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内部控制及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生产经营规模稳定发展， 实现营业总收入

40692.98万元，同比增长23.71%，净利润3807万元，同比增长8.81%。

报告期内，公司扎实推进超薄锂带、三元前驱体及万吨锂盐等募投项目建设，同时拟通过兼并收购等

方式快速切入锂电池业务板块， 确定了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美拜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预案，继续保持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进一步拓宽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在上游锂资源开

发领域， 公司继续和加拿大国际锂业拓展战略合作， 通过股转债和现金资助等方式获得了阿根廷

Mariana锂钾盐湖的80%的股权， 合资成立并控股爱尔兰公司51%的股权，2014年度拟投资不超过1500

万元用于爱尔兰Blackstair锂辉石矿及阿根廷Mariana盐湖的勘探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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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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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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4�年8月5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的形式

发出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

议由董事长李良彬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所有议案,�一致通

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同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临2014-057赣锋锂业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同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

券报》上。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详见

同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公司于2013年7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2013年9月11日召开的2013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公司实施回购离职股权激励对象的22000股限制性股票后，公司总股本由17,827.2275万股减

少至17,825.0275万股；注册资本由17,827.2275万元减少至17,825.0275万元。

公司于2014年5月8日召开的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权益分配预案》，以截至

2013年12月31日止的公司总股本17,825.0275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 权

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17,825.0275万股增加至35,650.055万股；注册资本由17,825.0275万元增

加至35,650.055万元。

授权经营层办理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相关事宜。

本议案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因变更注册资本，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4�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中部分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章程修订案的内容及修改后的《公司章

程》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五、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同意公司对原《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修订后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披露于同日巨

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六、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作

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对原《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作细则》的修订，修订

后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工作细则》披露于同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

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同意公司对原《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修订，修订

后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披露于同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审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原公司审计部负责人李钰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审计部负责人职务，辞职后李钰女士不再在

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同意聘任刘凤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刘凤女士，1977年出生，大学专科，历任深圳市丹特斯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会计主管、深圳市德永会计

师事务所记账部经理和欧美斯保健食品（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2011年7月起在公司任职，历任

赣锋股份会计专员，赣锋有机锂、宜春赣锋会计主管，现任公司全资子公司锂电新材料公司会计主管。

刘凤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九、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建设需要， 同意将年产4,500吨新型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5,

000万元，变更投向至年产万吨锂盐项目，用于补充年产万吨锂盐项目的建设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已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临2014-058赣锋锂业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详见同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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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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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8月5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曹志昂先生主持。 会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同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2014年半年度报告

摘要》同时刊登于同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

二、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监事会审阅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认为：公司的募集资金

使用和管理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详见

同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及公司

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相关审批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的有

关规定，同意将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兴业证券已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同日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临2014-058赣锋锂业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详见同日巨潮网http://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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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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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建设需要， 拟将年产4,500吨新型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5,000

万元，变更投向至年产万吨锂盐项目，用于补充年产万吨锂盐项目的建设资金。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424�号）核准，由联合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471,275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9.60元。 截至2013年12月13日，公司实际已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471,275股，募集资金

总额499,236,990.00元。 扣除承销费11,981,687.76元、保荐费尾款1,2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人

民币486,055,302.24元， 已由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16日存入本公司开立在交通银行新

余分行（账号365006002018170556010）的人民币账户，扣除保荐费首款300,000.00元以及其他发行费

用人民币3,071,196.57元后，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2,684,105.67元。 上述资金已经到位，业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3]第114173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

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

序号 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投资额

（

万元

）

1

年产

500

吨超薄锂带及锂材项目

19,362.50 19,362.50

2

年产万吨锂盐项目

29,367.60

（

注

1

）

13,034.60

3

年产

4,500

吨新型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

17,526.60 15,871.31(

注

2)

合计

66,256.70 48,268.41

注1：年产万吨锂盐项目计划总投资29,367.60�万元，其中使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16,

333.00�万元，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13,034.60�万元。

注2： 由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268.41万元，故

“年产4,500吨新型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 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额由17,526.60万元减少

为15,871.31万元。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说明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年产4,500吨新型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计划总投资17,526.6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5,007.99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2,518.61万元。 项目拟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15,871.31万元，使用自有资金

投入1,655.29万元，计划于2014年12月建成投产。

项目达产后，年均新增销售收入34,615.38万元，年均净利润3,705.93万元，内部投资收益率为

21.04%（税后）。

截至2014年6月30日，年产4,500吨新型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338.12万元，剩余

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13,533.19万元，全部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并部分

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

（二）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公司年产4,500吨新型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进展顺利，预计资金有一定结余；而年产万吨锂盐项目

在建设过程中，为提升工艺技术水平，保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及一致性，降低生产成本，不断优化生产工

艺，积极采用新工艺和新设备，目前项目建设资金已全部用完，主要生产线进入调试和试生产阶段，需要

进一步增加投资用于补充项目建设资金。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为加快完成年产万吨锂盐项目的建设进度，加大对主营业务的投入，

做大做强公司优势产品，符合公司发展的需求。

（三）变更后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年产万吨锂盐项目计划总投资29,367.6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25,097.25万元，铺底流动资金4,

270.35万元。 项目使用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16,333.00万元，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

13,034.60万元，计划于2014年12月建成投产。

项目达产后，年均新增销售收入52,564.10万元，年均净利润5,546.07万元，内部投资收益率为

18.67%（税后）。

截至2014年6月30日，年产万吨锂盐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29,767.81万元。

本次将年产4,500吨新型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5,000万元变更投向至年产万吨锂

盐项目实施后，年产万吨锂盐项目总投资由29,367.60万元增加至34,367.60万元。

三、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程序

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决策是董事会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做出的决定，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的用途是必要且可行的。 本次《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的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公司实事求是的负责态度，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及公

司的利益。

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将年产4,500吨新型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中的部分募集资金5,000万

元，变更投向至年产万吨锂盐项目，用于补充年产万吨锂盐项目的建设资金。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及公司

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相关审批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的有

关规定，同意将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兴业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交谈，查阅了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的信息披露文件、董事会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和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及其他相关文件，

对此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合规性、合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兴业证券认为：

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发

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2、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没有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3、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企

业盈利能力，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兴业证券对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同意公司将上述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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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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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因实施回购离职股权激励对象的22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17,827.2275万股减少至

17,825.0275万股；注册资本由17,827.2275万元减少至17,825.0275万元。

以上公告信息刊登于2014年8月19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中 国 玻 纤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江 西 赣 锋 锂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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