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241

■ 2014年8月29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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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机场 股票代码

0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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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郑岭 林俊

电话

0755-23456331 0755-23456331

传真

0755-23456327 0755-23456327

电子信箱

szjc@szairport.cn szjc@szairpor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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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12,888,

192.97

1,212,156,

857.73

1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25,942,

369.70

322,551,

882.63

-6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

元

）

125,188,

999.11

321,440,

072.51

-61.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482,615,

175.91

355,763,

075.20

35.6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44 0.1908 -61.0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44 0.1575 -52.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 4.30%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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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543,264,

177.90

11,861,319,

705.03

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863,631,

337.69

7,791,567,

246.86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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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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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机场

（

集团

）

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1.30%

1,037,059,

200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18%

20,005,

358

0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信海五号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3%

14,000,

000

0

中国工商银行

－

博时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1%

12,006,

303

0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

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8%

11,430,

077

0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信海六号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3% 9,000,000 0

谢鸿 境内自然人

0.24% 4,069,581 0

陈春蓬 境内自然人

0.15% 2,556,133 0

深圳市兆氏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3% 2,270,000 0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

红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13% 2,124,03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信海五号集合资金信托

"

和

“

山

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信海六号集合资金信托

”

同属山

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公司股东谢鸿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

，

通过国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69,

581

股

，

实际合计持有

4,069,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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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的经营情况

2014年上半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仍面临较多不确定因素。 国内经济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民航业整体客货运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以转型发展为主线，提升经

营管理效率；以打造最具体验式机场为抓手，创建特色服务品牌；以转场后资源释放为契

机，成功实现航班时刻资源扩容，为公司航空主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以“调结

构、强通达”为战略导向，不断完善航线网络，航空主业质量稳步提升，为顺利实现全年的工

作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

报告期内，深圳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1720.93万人次，同比增长10.0%；完成货邮吞吐量

45.13万吨，同比增长4.8%；完成航空器起降架次13.53万架次，同比增长8.7%。 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141,288.82万元，利润总额19,721.32万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2,594.24万

元，分别同比增长16.6%、下降54.8%、下降61.0%。

①安全与服务

———安全

以安全优先战略为导向，加强风险管理，稳抓安全管控。 科学调整部分机构设置，梳理

安全管理职责界面。 加大安全隐患排查力度，分类制定风险控制措施，并修订应急处置预

案，提升应急救援管理水平。 深入推进安全绩效管理，确保安全平稳运行。

转场后，公司经历了春运和暴雨大面积航延保障工作的洗礼，并以此为契机，持续完善

安全管理体系，安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为创建最具体验式机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服务

面对新的空港平台，公司着眼“三个一流” ，大力推进最具体验式机场建设。明确“最具

体验式机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推出一系列有效举措，力求将美好出行体验和深圳机场特

有的服务感受融入旅客的内心。

运用移动互联等手段，优化服务方式。 成功推出机场官方微信和APP，提供机场航班及

旅客服务等最新资讯，提供移动的一站式解决方案，提升旅客对体验式服务的感知度。优化

停机位分配和飞机滑行路线，投入使用雷达监视系统、航班运行协同决策系统等措施提升

了航班安全性和运行效率。

依托航站楼优美环境，创新服务内容。 营造高雅艺术体验氛围，举办“音乐伴你行” 活

动，打造特色文化艺术长廊；推进航站楼虚拟可视服务系统、互动体感游戏等便捷服务和科

技体验项目，打造机场特色服务品牌。

发挥服务提升委平台作用，统一服务理念。 联合各驻场单位向社会推出服务承诺白皮

书，承诺包括旅客流程、服务保障等15个方面共35项内容，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服务体

验。 根据国际机场协会（ACI）一季度测评结果，深圳机场在全球参评的255个机场中整体

满意度得分排名上升至第29位。

②市场与业务

———市场

上半年，世界经济逐步回暖，国内经济呈现外需温和、内需改善的态势，中国经济进入

企稳阶段。 在此背景下，全球航空运输需求总体平稳增长，我国民航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客运整体增速快于货运，但客运增速有下滑的趋势。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旅客运输量

同比增长10.75%；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5.97%。 报告期内，深圳机场强化航空资源开发和市

场开拓，三大指标平稳增长，旅客吞吐量增长达10%，成长性良好，区域内市场份额逐步提

升，较好地完成了年初设定的任务指标。

———业务

深圳机场把握转场后的发展契机，加大航空资源开发，加强客货运市场拓展，持续优化

航线网络，推动主业新一轮发展。

拓展空域资源，优化航线网络。进一步协调空管推进优化双跑道运行模式，实施新辟北

行离场分流航线项目，完成航班时刻扩容，提前至8月份实现高峰46架次/小时，极大地改善

了空域环境。围绕“调结构、强通达”思路，以航班放量为契机，开通遵义、毕节等6个国内新

航点；以国际化战略为导向，开通济州、巴厘岛和毛里求斯等国际新航点。 报告期内，实现旅

客吞吐量1720.9万人次，同比增长达到10%，其中国际(不含地区)旅客吞吐量55.2万人次，同

比增加25.7%。

密切合作关系，促进业务增长。 积极响应客户需求，支持低成本航空差异化发展。 加强

与基地航空公司沟通， 成功引导南航A380客机入驻运行， 配合东海航空完成深圳客运首

航。 持续支持核心客户业务发展，加强与顺丰、UPS等战略客户的合作，做好DHL全货机洲

际航线筹备工作，结合核心客户未来发展战略和B保二期扩区需求，科学规划东货运区场地

资源。积极推进跨境电商出口试点准备工作，加强与口岸单位和运营商沟通协调，为下半年

正式开展出口试点业务奠定良好基础。 做好货运板块的整合，支持主业健康快速发展。

加强市场推介，提升品牌影响力。 积极参加行业交流，出席ROUTES亚洲航线论坛，与

多家东南亚航空公司达成合作意向，提升国际影响力。 持续深化“经深飞” 业务发展，启动

行李直挂业务，开通深圳北站城市候机楼，实现空铁联运无缝连接，进一步丰富品牌内涵。

③经营与管理

———经营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288.82万元，同比增长16.6%；公司实现利润总

额19,721.3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2,594.24万元， 分别同比下降54.8%和

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1.61%，基本每股收益0.0744元。

报告期内，公司三大业务板块经营情况如下：

航空保障与地服业务（含候机楼租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95,900.20万元，占营业收

入总额的67.9%， 同比增长30.5%； 实现营业利润3,421.95万元， 占公司总体营业利润的

17.6%，同比下降87.6%，主要由于启用新航站楼运营后，经营场所大幅扩大，折旧费用、运

营成本及财务费用等大幅增长。 其中，候机楼租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6,309.70万元。

航空物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1,679.26万元，占公司总体营业收入总额的22.4%，同比

增长4.8%，实现营业利润6,206.79万元，占公司总体营业利润的31.9%，同比增长10.9%� 。

航空增值服务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6,760.05万元，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11.9%，同比

下降24.2%；实现营业利润9,806.96万元，占公司总体营业利润的50.5%，同比下降9.6%。

———管理

2014年，步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公司变革管控模式，激发创新活力，增强企业发展优

势，深入推进经营管理转型。

贯彻落实权责下沉，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重新梳理权责边界，引入正负面清单管控模

式，加大放权力度，简化审批流程并建立配套的问责机制；运用审批、备案、过程管理手段确

保管控效果；所属企业积极性和自主性大幅提升，经营管理效率明显提高。

创新优化考核方式，增强二级公司盈利能力。 修订完善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对管理目

标、考核指标及权重进行差异化调整，传导了经营压力。 推动经营项目开发及商业模式创

新，加大对跨越式发展成果的激励力度，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强化资源把控力度，充分挖掘资源价值。 提高非航业务收入，发挥广告合资模式的优

势，以客户需求和销售形势为导向，灵活推出各项销售政策，推动广告收入持续增长。 商业

公司以市场化为导向，结合新航站楼整体规划布局，调整优化商业单位经营品牌及业态类

别，促进候机楼商户和机场互利共赢，实现非航业务稳定健康发展。

2.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今年，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保增长”向“调结构”转变，多种数据释放出企稳信号，下

半年，在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等有利因素推动下,国内经济将呈现出总体趋稳的态势。公司将

继续围绕打造国内最具体验式机场的目标，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强化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深

入推进管理转型，探索创新、稳健发展；把握资源释放契机，加大业务拓展力度，打造国内一

流机场运营商。

主要发展措施：

①持续改善安全服务，建设最具体验式机场

以安全优先战略为导向，持续落实安全绩效管理，开展外包业务安全管理检查评估。高

度关注不停航施工管理、极端天气等带来的不安全因素，确保特殊条件下的安全平稳，为最

佳体验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充分发挥服务提升委的平台作用，启动服务品质评价活动，完善服务标准，改进关键服

务行为。 加快推进航站楼WIFI和停车场引导系统等项目建设，着力改善旅客出行舒适度。

推出科技、文化、艺术体验项目，为旅客提供更佳的出行体验。改进服务质量管控机制，结合

第三方测评，完善三级服务质量监测体系，全面提升服务质量与品牌。

②把握资源释放契机，推动业务快速发展

大力推进双跑道优化运行，试行独立离场半混合模式。 充分利用时刻释放带来的发展

空间，落实航班放量计划，推进航空公司拓展新航线新航点，完善航线网络布局。协调亚航、

虎航等低成本航空公司加密或新开国际航线，支撑国际化发展战略。 关注廉价航空的发展

趋势，支持春秋航空发展，配合做好相关服务需求的落实工作。

加强对航空物流宏观环境、行业形势的研判，整合货运板块资源和管理职能，积极拓展

国际货运航线。协助核心客户开展业务，落实深港机场货运业务合作项目。争取跨境电子商

务政策，继续推进跨境电商试点工作。 加快推进货运资源整合，着力打造货运发展平台，增

进业务发展优势。

有序开发战略性资源，促进各项业务持续增长。创新商业营销手段，加快ABD楼商业开

发项目进度。 加大媒体资源销售力度，引入国际高端品牌，支持广告业务做大做强。 进一步

完善地面运输网络，积极拓展城际班线。

③提升战略管控能力，深化经营管理转型

健全授权体系，优化管控机制，强化权责意识，确保充分合理地运用下放权限。 开展综

合管理审计，指导转型工作。 加快下属单位能力建设，协助二级公司完成董事会治理工作。

构建创新激励机制，稳步推进专业化进程。 以业绩及创新为导向，提高对商业模式创新

及新兴业务的考核权重，支持在经营单位内部，根据行业特点建立健全个性化的考核与激

励机制。加快落实深港机场服务合作协议，提升地服公司专业化管理水平。探索新的经营模

式，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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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本公司作为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的股东与深圳市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本公司持有深圳市机场港务有限公司95%的股权出售给深圳

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已于2014年5月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

完毕。 股权转让后，本公司对该公司不再控制。 因此自2014年6月1日开始不再纳入合并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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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法人代表签名：汪洋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4-046

证券代码：

125089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4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方式

为提前十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并将本次会议的议案提前十个工作日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

收董事表决票9张，实收9张，其中独立董事3张。 汪洋董事长、张功平、陈金祖、陈繁华、秦里

钟、吴悦娟董事、王彩章、张建军、汪军民独立董事亲自参与了本次会议的表决。 会议的召开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请见刊登在2014年8月29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2、关于调整成立公司物流发展部的议案；

为增强公司对物流业务的规划管理能力， 促进该项业务由传统货运向现代物流转型，

拟将原设置于航空业务部的航空货运发展办公室独立为物流发展部，统筹物流业务规划与

拓展，打造物流发展公共平台。物流发展部负责拟定并落实机场物流业务发展规划，开展物

流行业政策和市场信息分析研究；物流设施规划和流程管理等相关工作。

本项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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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集团 股票代码

00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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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柏安 邱碧华

电话

0592-6666866 0592-6666866

传真

0592-6666899 0592-6666899

电子信箱

stock@sunrisewheel.com stock@sunrisewhe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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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42,166,594.22 619,938,999.92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0,065,844.39 23,902,269.67 -1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7,627,175.88 18,792,626.19 -6.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2,279,759.70 -21,335,984.74 157.5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11 -18.18%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 0.11 -18.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7% 2.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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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03,122,058.71 2,566,877,036.07 1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198,179,153.37 1,190,417,799.20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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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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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子文

境内自然

人

46.19% 97,927,800 73,445,850

吴丽珠

境内自然

人

12.96% 27,472,200

吴志良

境内自然

人

4.48% 9,500,000 7,125,000

吴伟洋

境内自然

人

2.36% 4,996,900

康月凤

境内自然

人

1.19% 2,523,863

郭兴义

境内自然

人

1.18% 2,500,000

谢敏

境内自然

人

1.04% 2,200,000

叶健颜

境内自然

人

0.62% 1,307,169

叶耀华

境内自然

人

0.56% 1,180,000

天津架桥

富凯股权

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5% 73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1

、

吴伟洋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吴子文

、

吴丽珠之子

。

2

、

其

余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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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坚持以“品质优先、优质优价、客户共赢” 为导向，不断推进组织

与机制的创新与转型，克服了各种不利因素，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边做市场、边发挥募投

产能，积极发挥团队协作的优势，2014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总体持平，市场布局基本形

成，为公司长远、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报告期内，在钢结构方面，子公司新长诚取得了中国钢结构制造企业特级资质证书；

钢构的厦门与漳州生产基地被中建钢构认定为钢构加工基地；环保脱硫脱硝设备钢构订

单飞速增长，已累计加工超过3万吨。 目前公司在手的大订单有:贵州发耳电厂3#4#机组

烟气脱硝项目-钢结构加工制作（大唐科技产业集团）、潮州市陶瓷中心市场有限公司中

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项目钢结构工程17~20栋/9-12栋、京东方重庆第8.5代新型半导

体显示器件及系统项目-3号建筑（模块厂房）、贵州纳雍发电一厂-1#钢支架、福建龙净

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古雷码头、 习水二郎电厂4*660mw新建工程1、2号机组烟气脱硝epc

（南充）、京东方重庆第8.5代新型半导体显示器件连廊管廊钢结构制造项目、广东大唐国

际潮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600MW超临界机组烟气脱硝系统EPC工程、 重庆白鹤电力

有限公司（2*300MW）烟气脱硝技改工程、安微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1、#2机组烟气

脱硝工程、宸鸿科技（平潭）有限公司、成都银鹭食品有限公司-银鹭食品生产基地主厂

房项目钢结构施工合同、越南台塑烧结厂工程：钢结构制作工程1-2标段、平湖旗滨玻璃

有限公司改扩建新建项目1、2标段钢结构工程、 长兴旗滨玻璃改扩建项目二标段钢结构

工程、乌斯太电厂2#机组（2*300MW机组脱硝改造工程项目）、中国石油云南1000吨/年

炼油项目、 海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3#地块、JGC-NSRP平台爬梯项目合同、JGC新加坡

SHDS合同、NSRP项目主结构合同等，累计合同总价为6.3亿元，还未结转的金额有3.2亿

元。

报告期内，在钢圈方面，积极培育重点客户，开拓欧美市场，现已批量为美国主车厂供

应轻量化无内胎钢圈，为美国蓝鸟100%供应商（美国蓝鸟为全球最早推出安全校车的制

造商）；为中集车辆供货70%以上（中集车辆为世界最大的集装箱制造集团、国内最大专

用汽车企业集团）；新产品开发加快，小圈产品订单大幅增长，上半年出货超过30万套。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4,216.66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3.59%，其中主营业

务收入59,185.29万元，同比上升5.54%；营业总成本53,581.97万元，同比上升3.2%；实现

利润总额2,520.37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4.56%；2014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006.58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6.05%，主要原因是本期比上年同期营业外

收入（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2014年上半年，公司期间费用7,944.54万元，同比上升10.35%，主要原因是管理费用

与营业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1,227.98万元， 同比上升

15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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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3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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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

知已于2014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14年8月28日上午9:

30在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路30号公司3号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

司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7人，其中吴子文、徐波、陈大勇、汤韵、何少平以通讯的方式

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吴志良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举手与记名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2014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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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4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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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

知已于2014年8月1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14年8月28日上午9：

00在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路30号2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3人，本次会议由张文清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

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详细内容请参见于2014年8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公告》。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

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8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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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钢不锈 股票代码

000825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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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贵龙 安峰

电话

0351-3017728

或

3017729 0351-3017728

或

3017729

传真

0351-3017729 0351-3017729

电子信箱

tgbx@tisco.com.cn tgbx@tisc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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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6,715,998,985.85 54,378,665,375.71 -1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384,715,406.67 333,327,545.50 15.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83,456,349.29 314,760,563.86 21.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798,424,998.56 939,545,498.43 91.4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8 0.059 15.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8 0.059 15.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 1.37%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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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6,621,724,565.20 75,811,419,821.65 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4,847,334,214.15 24,630,054,016.01 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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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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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钢铁

(

集团

)

有限公

司

国家

64.24%

3,659,182,

800

0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7% 55,000,000 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时节好雨

20

号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0% 39,998,888 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3% 24,524,459 0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

深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0% 16,934,481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08

融新

83

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9% 16,622,500 0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

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7% 15,512,260 0

陈继红 境内自然人

0.21% 11,700,083 0

徐力民 境内自然人

0.21% 11,700,000 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18% 10,412,94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

，

太钢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

不知道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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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述股东中

，

陈继红与徐力民所持股份为通过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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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及国内宏观经济增长缓慢，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钢材市

场供大于求的矛盾仍然突出，不锈钢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剧烈，钢铁行业高成

本、低盈利局面未改变。 公司围绕年度预算目标，通过优化品种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内

部降本增效、建立市场化评价体系等措施，经营业绩取得较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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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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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4年8月27日在太原市

花园国际大酒店会议中心行政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2014年

8月17日分别以专人、网上发送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10

名，分别是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高祥明先生、张志方先生、柴志勇先生、韩珍堂先生、

李成先生、张文魁先生、戴德明先生、林义相先生。 独立董事翁宇庆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

委托独立董事戴德明先生代为出席表决。 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李晓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4年上半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经董事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董事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议

案

关联董事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高祥明先生、张志方先生、柴志勇先生、韩珍堂先

生回避表决，经其他非关联董事表决，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调整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监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已将持有的子公司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所有51%的股权， 全部以现金

方式出售给太钢集团临汾钢铁有限公司，公司对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监事提

出以下调整意见：高祥明先生不再担任山西新临钢钢铁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韩珍

堂先生不再担任其董事职务，韩瑞平先生不再担任其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

经董事表决，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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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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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4年8月27日在太原市

花园国际大酒店会议中心行政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韩瑞平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参会监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参会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并提出以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山西太钢不锈钢股

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关于《公司与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参会监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举手表决，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参会监事一致通过

本议案。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593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42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4-038

证券代码：

000089

证券简称：深圳机场 公告编号：

2014-047

证券代码：

125089

证券简称：深机转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