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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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 股票代码

600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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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迎魁

电话

0351-6361155

传真

0351-6362554

电子信箱

tyhi@t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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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17,168,374.78 23,771,914,703.92 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417,909,053.92 5,405,171,354.01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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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572,990.70 -939,160,921.41 5.81

营业收入

3,715,824,342.68 3,730,357,675.57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11,367,434.51 -47,672,912.51 12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

-18,623,102.45 -66,395,254.21 7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1 -0.89

增加

1.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47 -0.0197 123.86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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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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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型机械

（

集团

）

制造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34 662,650,710 0

无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8.19 198,417,015 0

无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86 45,000,000 0

未知

山西省经贸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国家

1.35 32,723,400 0

无

河南省兆腾投资有限公司 未知

0.90 21,703,089 0

未知

吴亚东 未知

0.38 9,200,000 0

未知

晏敏 未知

0.25 6,000,000 0

未知

万向财务有限公司 未知

0.24 5,850,000 0

未知

贾铁斌 未知

0.24 5,834,319 0

未知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金狮

89

号 资金 信 托 合

同

未知

0.23 5,55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太原重型机械

（

集团

）

制造有限公司

，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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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宏观经济环境仍然复杂严峻，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整个市场需

求不旺，竞争加剧，行业规模增长乏力，效益持续下滑，经济运行质量下降。 面

对困难，公司上下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通过全体员工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

公司总体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态势。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16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39%，净利润0.11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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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3,715,824,342.68 3,730,357,675.57 -0.39

营业成本

3,082,829,967.06 3,178,633,624.55 -3.01

销售费用

143,766,560.86 148,641,598.84 -3.28

管理费用

246,055,218.83 256,225,467.79 -3.97

财务费用

187,924,449.88 145,588,030.33 29.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84,572,990.70 -939,160,921.41 5.8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5,734,929.53 -374,153,226.96 -8.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5,204,341.63 967,866,892.57 65.85

研发支出

370,968,129.10 327,110,783.28 13.41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订货不足，与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采取优化产品设计及工艺，降低采购成本，控制制

造成本费用。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日常业务费用降低。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严格控制非生产性支出，职能部门费用支出降低。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银行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同比略

有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支付的项目投资款增加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借款收到的资金增加所

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新产品项目研发费用支出增加。

3.1.2 其它

(1)�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2014年4月9日发行二期10亿元短期融资券，资金已到账。

(2)�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16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略有下降，主要原因

是市场持续低迷，行业竞争加剧，去年为今年上半年有效订货不足导致排产不

足。

3.2� �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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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轧锻设备

436,515,468.77 383,913,241.58 12.05 -8.11 -8.87

增加

0.74

个百分

点

起重机设备

389,262,216.48 330,966,410.18 14.98 -19.99 -20.22

增加

0.25

个百分

点

挖掘焦化设备

618,249,314.25 445,929,519.20 27.87 -15.88 -15.75

减少

0.12

个百分

点

火车轮轴及轮对

811,198,025.47 690,057,408.61 14.93 29.22 31.71

减少

1.61

个百分

点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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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收入

3,222,357,815.76 -3.49

出口收入

453,300,647.91 31.39

3.3�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以创建世界一流的重型装备制造企业为目标，坚持自主创新，树立"诚

信、创新、精益、卓越"的核心价值观，着力打造"成本、品牌、领先、发展"四个竞

争优势，切实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在专利申报和技术研发方面

继续保持了良好态势。 新增申报专利81项，其中发明专利69项；获得授权专利

129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27项；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 报告期内，公

司荣获"山西省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和"太原市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企

业形象不断提升。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

变化。

4.2�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3�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 临

2014-01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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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在公

司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8名，另有1名董事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会

议。 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审议并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 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半年

度）。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 临

2014-011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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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8月25日在公

司召开，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会议审议并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

决议：

一、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二、通过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三、 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4半年

度）。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169

证券简称：太原重工 公告编号： 临

2014-012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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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本公司2010年新建高速列车轮轴国产化项目募集资金及使用情况如下：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770号文件《关于核准太原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本公司通过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或“保荐人” ）于2010年12月20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方式向六家特定投资者发行了93,149,12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1,685,999,072.00元，扣除发行费用28,589,986.08元，募集

资金净额1,657,409,085.92元。 募集资金已于2010年12月21日存入公司董事

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健

正信验(2010)综字第160008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0年度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仅支付银行转账工本费819.00元。 2010年度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从非募集资金专户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

转出的金额为22,286.84万元。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165,820.83万元。

2011年度，自募集资金存储专户支出107,807.33万元，其中：实际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85,418.41万元，2010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从非募集资金

专户支付但在本年度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的金额为22,286.84万元, 本年度

从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中支付验资时已在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的2010年度非公

开发行股票验资费及律师费80.00万元， 支付手续费、 工本费和账户管理费等

22.08万元。 利息收入为1,451.48万元。

2012年度，自募集资金存储专户支出38,834.68万元，其中：实际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38,796.02万元，支付手续费、工本费和账户管理费等38.66万元。

利息收入为933.96万元。

2013年度，自募集资金存储专户支出15,331.40万元，其中：实际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15,328.85万元，支付手续费、工本费和账户管理费等2.55万元。

利息收入为254.40万元。

2014年1—6月，自募集资金存储专户支出2,817.05万元，其中：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2,815.69万元，支付手续费、工本费和账户管理费等1.36万

元。 利息收入为64.47万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3,734.68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本公司制订了《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贯彻执行。

本公司2010年新建高速列车轮轴国产化项目的募集资金管理及专户存储

情况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太

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本公司于2010年12月31日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南内环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

原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及保荐

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

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目前，《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的履行情况良好。

截至2014年6月30日，上述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在

各银行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账户余额

兴业银行太原南内环支行

485030100100114220 708,209,085.92 3,379,083.39

交通银行太原分行兴华街支行

141000692018010111530 450,000,000.00 71,227.87

中国民生银行太原分行漪汾街

支行

0910014130000398 300,000,000.00 14,081,718.82

中信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7261110182100046417 200,000,000.00 19,814,783.21

合 计

1,658,209,085.92 37,346,813.29

三、2014年1—6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2010年新建高速列车轮轴国产化项目的2014年1—6月募集资金实

际使用情况如下：

由于募集资金于2010年12月21日存入本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2010年度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仅支付银行转账工本费819.00元。 2010年度本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从非募集资金专户支付但尚未从募集资金专户中转

出的金额为22,286.84万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3,734.68

万元。 截至2014年6月30日，项目已完成，产能初步达到设计要求。

本公司2014年1—6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对照表》（附表1）。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4年6月30日，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4年1—6月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

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表1：2010年新建高速列车轮轴国产化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65,740.9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15.6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4,645.8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

，

含

部分

变更

（

如

有

）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

总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4)＝(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新

建

高

速

列

车

轮

轴

国

产

化

项

目

无

165,740.91 165,740.91 - 2815.69 164,645.81 - - 2013

年

随 着

产 能

的 提

升

，

效

益 将

逐 步

发挥

-

否

合

计

－ 165,740.91 165,740.91 - 2815.69 164,645.81 - － － - －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分具体项目

）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新建高速列车轮轴国产化项目先期投入资金

22,286.84

万元

，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已

置换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由于募集资金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存入本公司董事会决定的专项账户

，2010

年度募集

资金尚未使用

，

仅支付银行转账工本费

819.00

元

。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余额

为

3,734.68

万元

，

余额为未付工程款

。

高速车轮生产线已于

2012

年底建成投产

，

项目已

完成

，

产能初步达到设计要求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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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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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林 于超

电话

0472-2189515 0472-2189529

传真

0472-2189530 0472-2189530

电子信箱

glgfzqb@126.com glgfzqb@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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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1,785,930,133.96 87,924,141,735.30 81,491,312,516.70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873,495,032.59 18,919,433,832.33 19,004,635,867.92 -0.2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1,786,940.63 557,837,308.89 632,377,104.79 72.41

营业收入

14,671,653,677.58 19,227,996,559.08 19,216,296,143.08 -2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84,431.27 121,648,492.66 115,055,523.12 -69.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434,784.66 84,832,680.57 84,832,680.57 -54.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19 0.61 0.58

减少

0.4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46 0.0152 0.01 -69.7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46 0.0152 0.01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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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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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0.77 4,062,591,261 131,578,948

无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保险产品 未知

2.19 175,508,736

未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未知

2.09 168,045,027

未知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春

19

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21 97,202,363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天津新远景优盛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未知

0.98 78,947,066

未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未知

0.85 68,625,849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未知

0.60 48,516,300

未知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0.49 39,618,761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公司

－

工行

－

粤财信托

·

金定向

3

号结

构化集合资金信托

未知

0.49 39,473,533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0.48 38,448,364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包头钢铁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

。

上述股东之间不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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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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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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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1、2014年上半年经营情况

今年以来，为了增强上市公司在钢铁行业困难形势下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包钢股份顺应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大力转方式、调结构，采

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基本保持了生产经营的稳定。 上半年，共生产铁432万吨、

钢459万吨、商品坯材424万吨。

同时，包钢股份紧紧围绕增强上市公司的活力和内生动力，开展了一系列

管理变革。

一是全面推开市场化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对二级单位模拟市场法人运行，

单位和工序间的"买卖"按市场价格结算；生产经营各环节协同运作，快速响应

市场。

二是降低采购成本，减轻上市公司成本压力。 在充分发挥自产矿和西部低

价原燃料等优势的同时，实行对外采购量价捆绑等政策，在保质的前提下，不断

降低原燃辅料采购价格，使生铁制造成本进入行业前列。

三是创新销售模式，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建立钢材销售电子商务平台，提升

网络营销能力。 强化与战略用户合作，稳定重点用户群，提高周边市场占有率，

增强产品营销与服务能力， 使西部市场销售比例和直供直销比例分别达到

52.42%和33.7%。 大力拓展国外市场，1-6月份， 钢材出口及创汇同比各增长

21%（出口74.38万吨，创汇4.45亿美元）。

四是推进环保建设，增强绿色竞争力。 今年将重点完成或推进71项环保项

目。 同时，加强环保的监督管理，设立专门监管机构，把环保指标纳入经营业绩

和干部考核体系，加大环保考核力度。 通过近几年的持续发力，将努力在2014

年使环保水平达到行业一流。

五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管理、技术软实力。用现代先进的管理理念改

造传统企业，推行5S管理，推进管理的标准化、看板化、精细化；推行门禁系统

管理，结束了50多年敞开大门办企业的局面；推行精益管理，推进准时化拉动，

消除浪费，提高效率；推进卓越绩效管理，已获首届自治区主席质量奖，正在争

创中国质量奖，加快向一流企业迈进；成立新产品开发、钢轧产品质量、铁前产

品及外购原燃辅料质量三个攻关小组，提高重点产品内控标准，全方位提升产

品品质，新产品开发力度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2、包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进展情况

为增强公司持续创造价值、回馈股东的能力，我们着力加快包钢股份向资

源型企业的转型。 2013年11月1日，包钢股份停牌，并着手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

暨收购包钢集团选矿资产、白云鄂博矿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选铁资产以及尾矿库

的工作。 众所周知，包钢集团尾矿库是国内和世界上储量最大，价值最高的稀

土、铌等资源的贮存和保护设施。 本次收购也是继包钢股份2013年收购白云鄂

博铁矿西矿后，向资源型企业转型迈出的又一关键步伐。

目前，包钢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收购包钢集团选矿资产、白云鄂博矿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选铁资产以及尾矿库的相关工作进展顺利，正处于积极落实证监

会反馈意见阶段，我们将争取尽快获取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批文。

3.2�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4年5月21日公司完成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即：以8,002,591,027股

为基数，向截止2014年5月15日（A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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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扣税后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95元，共计派

发股利80,025,910.27元。

2、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4年8月27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关于公

司中期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拟以2014年6月30日公司

总股本8,002,591,027股为基数， 进行中期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0.50股，共计派送400,129,551.35股，

并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25元 （含税）， 共计派发100,032,

387.84元。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5股，共计转增7,602,461,

475.65股。

该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公司本次拟定利润分配预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章程及

审议程序的规定，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且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10

股票简称：包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32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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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于2014年8月27日在包钢宾馆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3名，出席现

场会议董事11名，公司董事汪洪、独立董事刘冬分别授权公司董事董林、独立

董事李军出席本次会议并代行表决，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秉利主持，列席

本次会议的有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中期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年1-6月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124,235,124.74元， 加上以前年度留存的未分配利润1,932,947,394.11

元， 扣除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已分配的利润80,025,910.27元后，

2014年中期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977,156,608.58元，2014年中期

末资本公积金余额为8,022,987,422.87元。

公司拟以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8,002,591,027股为基数，进行中期

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拟定为：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0.5股， 共计派送400,129,551股， 并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5元（含税），共计派发100,032,387.84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9.5股,共计转增7,602,461,4756股，本次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增至16,005,182,054股。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向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额度为10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发行

时间根据公司资金情况在注册有效期（2年）内分批次择机发行。本次超短期融

资券采用面值发行方式及余额包销的承销方式。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成功后，首期发行额度不超过20亿元，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归还公司到期银行借款及补充生产经营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的议案》

为公司改善资金状况，经与华夏银行、深圳皓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协商，拟

开展融资租赁项下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采用售后回租方式租赁焦化技改项

目等设备，并启用公司在华夏银行的授信，为公司出具融资性保函，租赁公司从

海外融入资金，华夏银行为公司办理结汇并代为支付租金，本次融资4.4亿元，

该笔业务实际成本为5.97%，融资期限1年，每季度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性

偿还本金。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集

团）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包钢集团尾矿资源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

补偿协议（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包钢集

团尾矿资源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 对尾矿资源在收购

完成后的补偿问题进行了约定， 现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要求， 拟对

《补偿协议》内容进行修改，主要涉及补偿方式等的调整，由包钢集团全部采用

现金补偿方式修改为以股份和/或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即在保证包钢集团51%

绝对控股比例的前提下，拟优先采用股权方式进行补偿，其他条款按照证监会

规定相应作了修订和补偿，修订后的协议将取代之前的《补偿协议》。

由于本议案内容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关联董事周秉利、李春龙、王胜平、赵

殿清、潘瑛、刘志宏、汪洪回避了表决，由其他6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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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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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8月27

日在包钢宾馆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

会主席郝润宝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5项议案，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半年

度报告进行了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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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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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当期的经营

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公司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未

发现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中期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年1-6月母公司实现净

利润124,235,124.74元， 加上以前年度留存的未分配利润1,932,947,394.11

元， 扣除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已分配的利润80,025,910.27元后，

2014年中期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977,156,608.58元，2014年中期

末资本公积金余额为8,022,987,422.87元。

公司拟以2014年6月30日公司总股本8,002,591,027股为基数，进行中期

利润分配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拟定为：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送0.5股， 共计派送400,129,551股， 并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25元（含税），共计派发100,032,387.84元；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

股转增9.5股,共计转增7,602,461,476股，本次中期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后，公司的总股本将增至16,005,182,054股。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向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额度为10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发行

时间根据公司资金情况在注册有效期（2年）内分批次择机发行。本次超短期融

资券采用面值发行方式及余额包销的承销方式。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成功后，首期发行额度不超过20亿元，募集资金主

要用于归还公司到期银行借款及补充生产经营资金。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融资租赁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的议案》

为公司改善资金状况，经与华夏银行、深圳皓天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协商，拟

开展融资租赁项下售后回租海外直贷业务，采用售后回租方式租赁焦化技改项

目等设备，并启用公司在华夏银行的授信，为公司出具融资性保函，租赁公司从

海外融入资金，华夏银行为公司办理结汇并代为支付租金，本次融资4.4亿元，

该笔业务实际成本为5.97%，融资期限1年，每季度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性

偿还本金。

五、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集

团）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包钢集团尾矿资源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

补偿协议（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

公司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包钢集团尾矿资源实际盈利数与净

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 对尾矿资源在收购完成后的补偿问题进行了约

定，现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要求，拟对《补偿协议》内容进行修改，主

要涉及补偿方式的调整等，修订后的协议将取代之前的《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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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调整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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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3.61元/股调整为3.60元/

股。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数量上限由不超过82.55亿股调整

为不超过82.78亿股。

根据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按照2014年5月9日公司公告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

利润分配实施公告》，2014年5月15日为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2014年5

月16日为除息日，2014年5月21日为现金红利发放日。 目前公司2013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

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等议案，根据该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的定价

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3年12月31日）。本次

非公开发行A股的发行价格为3.61元/股， 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

票交易总量）。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

格将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总

股数=拟募集资金总额/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

根据本次拟募集资金总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不超过82.55亿

股。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发生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数量将相应调

整。

公司根据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发

行数量调整为：发行价格为3.60元/股，发行数量为不超过82.78亿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若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期间再次发生除权除息事宜，董事会将按有关规定再次调整发行数量上限与发

行价格。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