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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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仪化 股票代码

6008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仪征化纤 股票代码

1033

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朝阳 沈泽宏

电话

86-514-83231888 86-514-83231888

传真

86-514-83235880 86-514-83235880

电子信箱

cso@ycfc.com cso@ycfc.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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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39,788 10,629,304 -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346,286 7,096,488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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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以

“

-

”

号

填列

）

-257,014 -725,16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7,924,423 8,717,991 -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亏损以

“

-

”

号

填列

）

-1,750,279 -491,44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1,741,636 -479,27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8.13 -5.92

减少

22.2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0.292 -0.081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亏损以

“

-

”

号填列

）

-0.292 -0.08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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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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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25 2,415,000,000 2,415,000,000

无

香港中央结算

（

代理

人

）

有限公司

*

境外法人

34.66 2,079,401,507 0

无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7.25 1,035,000,000 1,035,000,000

无

郑雷 境内自然人

0.097 5,790,407 0

未知

孟卫军 境内自然人

0.087 5,221,055 0

未知

林友明 境内自然人

0.072 4,294,375 0

未知

王新华 境内自然人

0.070 4,218,100 0

未知

刘耀光 境内自然人

0.067 4,029,894 0

未知

陈社霞 境内自然人

0.053 3,200,950 0

未知

孟军 境内自然人

0.052 3,105,26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一致行动人

注：*代理不同客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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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涉及之财务数据，除非特别注明，均节录自本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编制之未经审计半年度财务报告。

3.1市场回顾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受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以及中国出口不旺、经济结构转

型等因素影响，国内化工化纤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境内聚酯业处于深度调整格

局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境内聚酯产能持续增加，聚酯供求矛盾进一步突出，市

场竞争日益加剧。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境内聚酯产能仍保持较快增长，新增聚酯产能约285

万吨，至6月底境内聚酯总产能达4,507万吨，境内聚酯产能过剩的状况进一步

加剧。上半年聚酯产量继续上升，但行业负荷进一步下降，境内涤纶纤维产量同

比增长8.8%。 涤纶纤维总供应量达18,528.6千吨，同比增长12.9%。 与此同时，

受境内聚酯刚性需求和聚酯产品出口总量继续上升的影响，境内涤纶纤维总消

费量达16,093.1千吨，同比增长9.1%。

3.2生产经营回顾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公司面对十分严峻的市场环境和经营形势，进一步

优化生产经营，加强精细管理，突出科技创新和市场营销，大力降本压费，推进

有效发展，努力减亏增效。

生产量（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期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增

／

（

减

）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602,572 591,043 2.0

瓶级切片

211,241 212,634 (0.7)

涤纶短纤维

327,546 303,682 7.9

涤纶中空纤维

29,285 32,617 (10.2)

涤纶长丝

24,039 58,741 (59.1)

总计

1,194,683 1,198,717 (0.3)

PTA 480,287 545,054 (11.9)

销售量（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期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增

／

（

减

）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376,600 354,328 6.3

瓶级切片

210,320 206,889 1.7

涤纶短纤维

332,784 289,870 14.8

涤纶中空纤维

30,435 28,062 8.5

涤纶长丝

17,013 39,471 (56.9)

总计

967,152 918,620 5.3

产品价格（人民币元／吨，不含增值税）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期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变动率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7,416 8,656 (14.3)

瓶级切片

7,707 9,060 (14.9)

涤纶短纤维

8,314 9,436 (11.9)

涤纶中空纤维

10,035 10,795 (7.0)

涤纶长丝

9,280 9,896 (6.2)

加权平均售价

7,904 9,112 (13.3)

营业额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个月期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营业额

人民币千元

占营业额比重

（

％

）

营业额

人民币千元

占营业额比重

（

％

）

聚酯产品

聚酯切片

2,792,869 35.2 3,066,941 35.2

瓶级切片

1,620,962 20.5 1,874,412 21.5

涤纶短纤维

2,766,812 34.9 2,735,158 31.4

涤纶中空纤维

305,418 3.9 302,928 3.5

涤纶长丝

157,873 2.0 390,597 4.4

其他

280,489 3.5 347,955 4.0

总计

7,924,423 100.0 8,717,991 100.0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尽管本公司进一步严格精细管理，全力搞好生产经营，

努力降本减费以及优化产品结构，但由于聚酯市场需求依然不振、聚酯产能严

重过剩以及本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并对

相关的长期待摊费用进行加速摊销等因素，本公司税前亏损及本公司股东应占

亏损分别为人民币1,675,003千元和人民币1,748,786千元，而去年同期本公

司税前亏损及本公司股东应占亏损分别为人民币593,031千元和人民币488,

915千元。

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总资产人民币8,839,788千元，总负债

人民币3,525,110千元，本公司股东应占总权益人民币5,314,678千元。 与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资产负债相比（以下简称“与上年末相比” ）变化及

其主要原因如下：

总资产人民币8,839,788千元， 与上年末相比减少人民币1,789,516千

元。 其中：流动资产人民币3,968,571千元，与上年末相比减少人民币351,644

千元， 主要是由于上半年营业额下降致使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减少人民币

320,315千元所致。 非流动资产人民币4,871,217千元，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

1,437,872千元，主要是由于本公司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以及正常折旧致使物业、厂房及设备减少人民币1,256,518千元所

致。

总负债人民币3,525,110千元，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40,730千元。 其中：

流动负债人民币3,465,089千元，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39,418千元，主要是由

于上半年本公司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减少人民币301,511千元，同时短期借

款增加人民币262,093千元。 非流动负债人民币60,021千元，比上年末减少人

民币1,312千元。

本公司股东应占总权益为人民币5,314,678千元，比上年末减少人民币1,

748,786千元， 主要是由于2014年上半年本公司股东应占亏损为人民币1,

748,786千元所致。

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资产负债率为39.9%，而于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为33.5%。

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银行借款为人民币1,865,000千元(于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币1,602,907千元)。 上述借款均为须予一年

内偿还，而且为固定利率贷款。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短期借款中，全部为人

民币借款。

本公司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资本负债比率为26.0%(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18.5%)。 资本负债比率的计算方法为：有息债务/(有息债务＋股东

权益)。

3.3主营业务分析

(1)�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化的详细说明

主要是本期对存在减值迹象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并对相

关的长期待摊费用进行加速摊销合计人民币1,160,027千元， 由于1，4-丁二

醇产品市场急剧恶化，销售价格发生重大下跌，本公司决定对预计无法产生效

益的1，4-丁二醇装置予以停产， 因此本公司在资产减值测试的基础上对1，4-

丁二醇资产提取了资产减值准备并对相关的长期待摊费用进行加速摊销共计

人民币995,999千元；同时本公司对聚酯相关资产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

164,028千元。

(2)�营业业务分产品情况(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分产品

二 零 一 四 年 上

半年营业收入

人 民 币 千

元

二零一四年 上

半年

营业成本

人 民 币 千

元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 上 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成本比 上

年 同 期 增 减

（

%

）

毛利率与上 年 同 期 相

比

聚酯切片

2,792,869 2,830,689 -1.4 -8.9 -9.1

增

0.2

个百分点

瓶级切片

1,620,962 1,600,938 1.2 -13.5 -13.1

减

0.5

个百分点

短纤及中空

3,072,230 3,001,772 2.3 1.1 -1.2

增

2.3

个百分点

长丝

157,873 213,962 -35.5 -59.6 -54.1

减

16.1

个百分点

(3)�营业业务分地区情况(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地区名称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人民币千元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中国大陆

7,493,751 -8.7

港澳台及海外

233,022 -26.9

3.4资本开支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本公司资本支出为人民币170,985千元。 下表所列为

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内本公司有关资本支出项目投入金额和收益情况：

主要项目名称

上半年投入金额

人民币千元

项目进度 主要项目收益情况

10

万吨

／

年

1,4-

丁二醇项目

112,967

建成未投产

-

热电生产中心脱硝除尘改造项目

32,723

在建

-

合成纤维加工应用中心项目

3,490

在建

-

南化公司

-

仪化公司氢气管道工程项目

173

在建

-

其它

21,632 - -

合计

170,985 - -

3.5展望

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境内聚酯业面临的经营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世界经济

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局面仍将持续，聚酯市场需求增

长缓慢、市场竞争加剧将难以有效改善；同时聚酯产能过剩的状况仍将持续，聚

酯行业仍处于低谷期。面对严峻的经营环境，本公司将以效益为中心，进一步深

化改革，从严管理，加快推动工作重心向科技创新和市场营销转移，大力降本减

费，推动转型发展，努力实现全年各项生产经营指标。 下半年，本公司将重点做

好以下具体工作：

一、强化生产管理，精心组织装置安全稳定运行

本公司将进一步落实从严管理的要求，精心组织生产，强化对工艺、设备、

巡检和操作的全过程管控，确保装置安全稳定长周期运行；加强产销衔接，及时

调整产品结构和生产负荷，增产适销对路和高附加值产品；继续稳定和改进产

品质量，提升产品性能，满足用户需求。 下半年，计划生产聚酯产品119.3万吨，

预计全年产量238.8万吨，同比减少0.9%。计划生产PTA� 55.2万吨，预计全年产

量103.2万吨，同比减少2.4%。

二、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做好产供销衔接平衡和优化

本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变化，进一步强化产供销衔接，努力抓好产品销售，

落实低库存策略，努力全产全销、多创效益；同时控制好原料采购节奏和库存数

量，防范市场风险，争取实现效益最大化。下半年，计划销售聚酯产品98.9万吨，

产销率达到100.0%，预计全年销售量195.6万吨，同比增长1.9%。

三、优化产品结构，提高差别化产品的效益贡献

本公司将以满足市场需求、增强产品竞争力为目标，坚持高附加值、有效益

的差异化战略，实现产品升级和结构调整，努力增加差别化产品的效益贡献；做

好超仿棉短纤规模化生产的工艺优化和质量提升工作， 并加强市场推广力度。

下半年，计划生产聚酯专用料59.6万吨，专用料比率达到91.8%；计划生产差别

化纤维31.8万吨，差别化率达到76.5%。

四、大力降本减费，积极推行节能降耗

本公司将进一步严格全员成本目标管理，继续落实年初制定的各项降本减

费措施，严格管理预算外费用，努力完成费用控制目标；加快货款回笼，严格控

制投资支出和支付管理，缓解资金使用压力。千方百计搞好节能降耗，继续通过

技术改造和严格精细管理，压降能耗、物耗，努力实现全年节能和降耗目标。

五、更加注重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公司转型升级

本公司将紧紧围绕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坚持内涵发展和外延发展相结

合，走差异化、高附加值的道路，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通过加强市场开发和

品牌策划，尽快实现6万吨／年超仿棉短纤生产线的全产全销，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产能； 抓紧启动3,000吨／年高性能聚乙烯纤维二期项目的建设，

争取二零一五年下半年建成投产；采用自主研发技术，结合长丝业务退出，积极

启动4万吨／年低熔点短纤生产线的改造建设。

二零一四年下半年,�本公司资本开支计划为人民币225,780千元，主要用

于热电生产中心脱硝除尘改造项目、 南化公司-仪化公司氢气管道工程项目、

合成纤维加工应用中心项目以及一批技改技措、节能减排项目。 下半年本公司

将继续按照谨慎原则，安排资本开支的实施进度，力求投资回报最大化。计划中

的资本开支将以自有资金及通过银行融资解决。

四、其他披露事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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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聚酯市场需求不足、聚酯产能过剩以及产品盈利空间严重萎缩难以在

短期内有效改善，同时本公司在二零一四年上半年发生重大亏损，因此本公司

预计二零一四年一至九月份经营业绩仍将出现亏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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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于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本公司与中国石化资产管理公司，中国石化

集团公司之附属公司， 签订了一份收购仪化东丽聚酯薄膜有限公司50％股权

及仪化博纳织物有限公司40％股权的意向书。 有关公告登载于二零一三年六

月二十日之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香港联交所网

站。 鉴于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正对本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经本公司与中国石

化资产管理公司协商， 上述收购仪化东丽聚酯薄膜有限公司50％股权及仪化

博纳织物有限公司40％股权的意向书将终止。

4.�本公司于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从实际控制人中国石化集团获悉其

正在筹划与本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拟对本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为此，

本公司立即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五月二十八日起开始停

牌，随即六月十二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并分别于七月十四日和

八月十三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停牌期间，本公司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4.2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报告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无变化。

4.4本公司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本公司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但已

经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阅。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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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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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仪征化纤）于

2014年8月11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

通知，2014年8月22日在中国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召开

了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曹勇先生主持，会议应到五名

监事，实际五名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四年半年度报告》（该项议案同意票5票，

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公司二○一四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的各项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

境内外监管机构的各项规定，真实地反映了本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二○一四年半年度报告》于2014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公司部分资产的决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5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本期资产处置符合谨慎性、明晰性的会计处置原则，手续完

备、资料齐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的决

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监事会认为，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符合资

产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计提上述资

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

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同意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派发二○一四年中期股利的决议案》（该项议

案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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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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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征化纤” 或“公司” )�于

2014年8月8日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

通知，于2014年8月22日在中国江苏省仪征市本公司怡景半岛酒店会议中心召

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公司现有12名董事，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

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立勇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和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置公司部分资产的决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处置公司部分资产的决议案包括：

1、核销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人民币400.7千元；

2、转出固定资产减值准备人民币6,349.5千元；

3、因对外处置固定资产形成净损失人民币4,430.7千元。

以上资产处置符合谨慎性、明晰性的会计处置原则。 手续完备、资料齐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的决

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详见公司于2014年8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二○一四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该项议案同意票

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期不进行股利分配的决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本公司章程，经审议，董事会决议，不派发二○一四年中期股利，亦不

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审议批准了《公司二○一四年半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摘要》（该

项议案同意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二○一四年半年度报告》于2014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公司二○一四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

2014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披露。

（六）审议通过了《修订公司<内部控制手册>的决议案》（该项议案同意

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批准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的决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12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经审议，董事会批准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

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

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

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

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七项新会计准则。 执行上述新会计准则对公司

2014年及比较期间财务报表没有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吴朝阳

董事会秘书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871

证券简称：

*ST

仪化 公告编号：临

2014-032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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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本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的议案》,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情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14年上半年会计报表范围内相关资

产进行了仔细的盘点与核查,经过认真分析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加速摊销

长期待摊费用共计人民币1,160,027千元,具体如下:

(一)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报告期末,公司对固定资产进行检查,依据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按固

定资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提减值准备。 经查,受行业环境影响,公

司聚酯生产装置固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经减值测试后,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164,028千元。 鉴于1,4-丁二醇产品价格受煤化工产品冲击从2014�年4�月

开始发生持续大幅度下跌，并且市场上存在严重的供需失衡，同时公司正丁烷

工艺路线所需的原料价格过高导致单位生产成本在目前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公

司决定对预计无法产生效益的1,4-丁二醇生产装置予以停产。 因此公司对1,

4-丁二醇生产装置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681,921千元。 上述两项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845,949千元,�将相应减少公司2014年上半年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845,949千元。

(二)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报告期末,公司对无形资产进行检查,依据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按无

形资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提减值准备。 经查,受市场因素影响,� 1,

4-丁二醇生产装置停产，公司对1,4-丁二醇配套专利权所形成的无形资产计

提减值准备人民币178,575千元,�将相应减少公司2014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人民币178,575千元。

(三)�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

报告期末,公司考虑到1,4-丁二醇生产装置已停产，已经投入的催化剂将

失去其效用，公司于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6个月期间将账面净值为人民币

135,503�千元的催化剂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以上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等事项将相应减少公司2014年上

半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人民币1,160,027千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

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等事项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中期审计确认，

并经独立评估师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确定。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的合理性

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依据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公司相关内控制度以及公司资

产实际情况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 予以同

意。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的独立

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是基于谨

慎性原则,根据会计政策等相关规定进行的,能够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

及经营成果。 予以同意。

四、监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的审核意

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符合资产

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计提上述资产

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能够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

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予以同意。

五、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的审批程序

由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总额为人民币1,

160,027千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比例超过50%，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要求，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加速摊销长期待

摊费用等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后，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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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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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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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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73,074,359.31 320,687,860.60 78.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34,732,376.73 13,050,340.37 16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

34,449,556.67 9,619,800.04 258.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200,024,750.32 349,447,741.01 -42.76%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343 0.0129 165.8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

0.0343 0.0129 165.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5% 0.79%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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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389,048,260.74 4,215,099,296.67 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897,643,065.42 1,863,347,135.33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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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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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55% 642,884,262 0

温建军 境内自然人

0.41% 4,169,892 0

李明公 境外自然人

0.23% 2,328,100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17% 1,767,650 0

张继刚 境内自然人

0.15% 1,480,000 0

钱超 境内自然人

0.12% 1,210,688 0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0.11% 1,123,296 0

吴浩源 境外自然人

0.11% 1,109,300 0

汪忠明 境内自然人

0.11% 1,095,808 0

高强 境内自然人

0.10% 987,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发现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发现上述股东属于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

前

10

大股东中排名第

6

位的钱超持有本公司

A

股

1,210,688

股为融资融券买入 ，排名第

10

位的高强持有的本公司

A

股中有

721,400

股为融资融券买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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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市场未能延续去年的成交走势，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商品住宅销售?金额及面积等重要指标表现低迷。 面

对严峻的外部形势，公司按照年初制定的“精耕细作抓好主业经营，精心谋划增加土地储备，精打细算强化成本管控，精益求精提升管控

水平，把握用好全面深化改革历史机遇，顺势而为，加快发展，力促盈利水平再上新台阶”的总体思路和工作部署，积极关注市场动向、及

时调整销售策略，各项经营管理工作顺利推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一、2014年上半年经营管理工作回顾

（一）经营业绩取得预期效果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307.44万元，同比增长78.70%；营业利润4,970.86万元，同比增长217.46%；利润总额5,008.57

万元，同比增长162.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73.24万元，同比增长166.14%。总资产438,904.83万元，同比增长1.1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89,764.31万元，同比增长1.84%。

本报告期房地产结转销售收入26,792.40万元,�同比增长303.75%,主要原因是传麒山项目结转销售收入23,583.70万元；工程施工

收入20,797.80万元同比增长26.51%；租赁收入3,664.33万元,同比增长22.39%。

（二）深房传麒山项目入伙、结算工作顺利有序

公司深房传麒山项目根据计划安排于2014年5月28日正式入伙，入住工作安全、顺利、有序。 项目结算工作进展顺利，已将相关材料

报送造价站进行审核。

（三）主业项目开发销售基本按计划推进

深房尚林花园北区工程进展受降雨影响，进度有所滞后，但在可控范围之内，南区正在按计划进行方案报建。汕头悦景东方工程进度

按计划推进，计划年内完成竣工验收；井仔湾项目设计方案已确定，现正按计划办理方案报建。

2014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形势不容乐观，公司及时调整销售策略，4月份启动三级市场联动销售，客户到访量和来电咨询量较上年

同期有显著增长。 但报告期内，公司房产销售环比有所下降，但总体情况尚处于可控范围。

（四）遗留土地问题处置取得显著进展

深房尚林花园南区已完成容积率调整，7月9日领取了用地规划许可证。 东湖帝景名苑项目容积率调整方案已获规土委批准，现已公

示完毕，即将领取用地规划许可证。

（五）大额拖欠租金追讨进展顺利

报告期内，共追回拖欠的租金230多万元；尚未能追回的租金也基本与相关租户签订了还款协议。

（六）所属企业运营平稳

各企业经营情况正常，发展态势稳定，各项经营指标完成情况良好，各项重点工作均按计划推进。

二、下半年工作部署

2014年下半年，多城市住宅“去库存”压力有增无减，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动态，采取有力措施去化解。 下半年公司必须抓好以下几

项重点工作：

（一）主业重点项目销售

下半年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对销售代理机构的管理和督促，尽可能地调动代理机构积极性，努力实现年初预定的销售目标。 深房传麒

山项目重点做好别墅和商铺的销售，同时兼顾高层销售；深房尚林花园项目重点做好加推高层的销售；汕头悦景东方项目要确保年度计

划销售目标的实现。

（二）主业重点项目开发进度

深房传麒山项目按要求及时将各类档案进行移交。

深房尚林花园项目北区年内完成竣工验收，年底正式办理入伙手续。 南区尽快完成方案报建，年内实现开工。

汕头悦景东方项目年内完成竣工验收，潮阳井仔湾项目要加快后期深化设计，争取第四季度实现开工。

（三）所属企业经营管理

下半年，各所属企业在继续抓好经营、强化管理。 物业公司继续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探索创新服务模式和公司自身的转型发展模式；

海燕酒店重点抓好剩余客房和公共配套装修改造工程，确保实现年初设定的入住率目标；圳通公司要做好深房尚林花园项目后续工程的

前期准备工作，条件成熟后马上施工；努力提高施工管理、质量管理和安全管理水平。 华展公司要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项目工

程建设监理水平。

（四）开发管理

一是加强学习，借鉴标杆企业的经验，努力提高专业能力，全面强化项目管理；二是强化成本管控，做好传麒尚林北区结算和井仔湾

标的编制工作；三是抓好工程签证变更制度流程落实情况的检查、督导和整改工作，严格按照制度办事；四是做好招标管理工作。

（五）团队和专业能力建设

下半年，公司要通过通过对外招聘的方式，引进人才，努力补齐专业能力欠缺的短板；同时继续依托2014年公司开展“深房大讲堂”

活动平台，通过内部培训交流、外聘专家讲座等多种方式，努力打造学习型企业，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积累企业的智力资本，全面提升企

业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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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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4年8月22日上午在深房广场48楼A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8人。 独立董事

宋博通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刘全民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周建国董事长主持， 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详见2013年8月21日巨潮网

（www.cninfo.com.cn）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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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于2014年8月22日上午在深房广场47楼会议室召开第十次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4人，符合《公司法》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全部议案均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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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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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

新材 股票代码

600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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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冯新华

电话

010-61958799

传真

010-61958805

电子信箱

xcl-008@star-n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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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05,757,675.76 20,007,159,140.10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73,002,026.74 763,574,273.65 -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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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024,639.80 -129,043,128.31 -406.12

营业收入

4,971,121,870.13 4,181,832,627.81 1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498,048,607.44 -509,438,718.16 -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563,726,727.25 -522,994,182.76 7.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6.09 -30.89

减少

65.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95 -0.97 -2.0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95 -0.97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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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2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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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96 282,045,298

冻结

57,682,676

珠海鑫德物流有限公司 未知

0.76 3,996,220

未知

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

院

国有法人

0.71 3,737,262

未知

曹文桥 未知

0.7 3,649,598

未知

王桂英 未知

0.5 2,807,090

未知

郑春容 未知

0.38 1,986,820

未知

林丽明 未知

0.26 1,341,420

未知

翁代寿 未知

0.26 1,330,173

未知

顾炎坤 未知

0.24 1,253,900

未知

徐军毅 未知

0.24 1,243,9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国有法人股股东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橡胶工业研

究设计院同为中国化工集团公司之子公司

；

除上述股东外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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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按照"减亏控亏"的工作要求和部署，大

力开展生产经营平稳运行和项目建设工作。 由于有机硅、苯酚-双酚

A及工程塑料等市场仍然持续低迷，公司亏损仍很严重。 详细分析请

见公司年报正文-投资状况分析之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报告期内，受化工周期的影响，公司主要产品因市场低迷，需求

不旺，加上近年来国内产能扩张快，导致价格持续低位运行。 面对这

样的市场状况，合理组织生产，适时调整项目建设，深入开展挖潜增

效活动， 积极应对不利局面。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71,

121,870.13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8.87%；实现净利润-562,501,

664.5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98,048,607.44元,与去

年同期相比减少亏损2.24%。

董事长：陆晓宝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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