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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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铝股份 股票代码

00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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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罡

电话

0871-67455268 0871-67455268

传真

0871-67455605 0871-67455605

电子信箱

raog@ylgf.com raog@ylgf.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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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348,666,890.97 5,757,439,369.82 6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95,157,040.88 -128,682,740.86 -129.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317,562,115.61 -177,288,583.60 -79.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57,786,002.62 1,767,684.60 76711.5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08 -137.5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 -0.08 -13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7% -3.33%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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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872,798,214.66 22,966,881,737.88 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605,001,324.25 3,898,892,789.68 -7.54%

（二）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7,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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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冶金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49.13% 756,169,168 0 -- --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

－

长信

金利趋势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3% 75,903,178 0 -- --

刘铸忠 境内自然人

0.21% 3,223,600 0 -- --

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

－

尊

嘉

ALPHA

证

券投资有限

合伙企业集

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7% 2,548,700 0 -- --

杨军 境内自然人

0.15% 2,256,026 0 -- --

邱连娣 境内自然人

0.13% 2,025,907 0 -- --

朱和芳 境内自然人

0.11% 1,734,600 0 -- --

罗秋萍 境内自然人

0.11% 1,723,033 0 -- --

朱巧芬 境内自然人

0.08% 1,265,963 0 -- --

林芸 境内自然人

0.08% 1,207,900 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最大持股股东

，

持有本公司股份

756,169,168

股

；

2.

前

10

名股东中

，

国有法人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其它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3.

前

10

名流通股股东中

，

是否为同一基金管理公司控制并存在关联关系

，

本公司不清楚

；

其它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属于

《

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本公司不清楚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公司第五

、

六

、

九大股东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合计持有

5,547,896

股

。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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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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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上半年生产经营完成情况

今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影响，铝产品价格出现大幅下跌，长江有色、广东南储铝锭现货均

价分别为13140元/吨、13204元/吨， 同比分别下降了1499元/吨、1548元/吨， 给企业带来较大的经营压

力。 面对严峻的经营形势，公司紧紧围绕“抓改革、提效率、促转型、增效益” 的工作主题，在生产经营、产

业发展各环节狠抓基础管理、降本增效等工作，通过优化创新绩效考核制度，在生产环节积极运用新工

艺、新技术，加强成本管理。 根据市场情况灵活组织采购、销售工作，大力推进挖潜降本增效，在融资方面

和资金管理方面进一步创新方式，保持了生产经营稳健和产业发展工作的稳步推进。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氧化铝34.22万吨，同比增长60.06%；生产铝商品54.36万吨，同比增长33.96%；

销售铝商品52.70万吨， 同比增长39.38%。 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48,666,890.97元， 同比增长

62.38%；实现利润总额-553,128,656.40元，同比减少286.23%；实现净利润-443,410,992.93元，同比减

少238.3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95,157,040.88元，同比减少129.37%。

（二）公司下半年的主要经营目标和重点措施

当前以美国为主的发达体经济稳步复苏，国内经济和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逐步改善，国内经济在“区

间调控”政策主导下，总体保持稳中有进。 在铝供应增速减缓，铝消费增速保持较快增长以及国内外铝库

存明显降低等因素影响下，从今年5月起，铝价持续回升，目前现货铝价回升到14500元/吨左右，通过加快

公司进一步降低成本，公司近期经营状况已明显好转，总体分析，公司下半年经营状况与上半年相比将有

根本性改善。

未来一段时期，公司着眼于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增两头、稳中间” 发展战略，加快提升铝土矿资

源储量和氧化铝规模，增强公司资源保障力和氧化铝成本竞争力，进一步完善“铝土矿—氧化铝—炭素—

电解铝—铝加工”一体化产业链，通过进一步发展具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铸造合金、铝合金圆杆、铝板带箔

等精深加工产品，逐步提高加工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价值链和综合竞争力。下半年公司将紧紧抓住市场

回升的有利机遇，围绕加快改善经营业绩目标和中长期发展战略采取以下重点措施：

一是持续抓好安全平稳生产，着力提高氧化铝和高附加值产品产量，努力实现增产增利。

二是创新和拓展成本控制的方法和措施，使公司主导产品成本线进一步下移，成本结构得到明显优

化，全力打好降低成本攻坚战，最大限度发挥市场价格回升对经营业绩的改善效果。

三是加快推进公司60万吨氧化铝提产增效项目实施进度，进一步扩大公司氧化铝资源优势。

四是以稳健为前提，通过市场研判和灵活经营，大力拓展经营创效空间。

五是逐步形成“效率高、成本低、活力强、效益好” 的市场化管理机制，为公司转型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和机制保障。

六是着重抓好筹融资，着力改善公司财务指标和降低资金成本。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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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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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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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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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4

—

057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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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于2014

年8月19日（星期二）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编制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见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

告。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预案》；

根据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下以简称“文山公司” )的生产经营需要，文山公司拟选

择合适的融资租赁公司，用现有的生产经营设备进行不超过5亿元（含5亿元）的融资租赁融资，由公司承

担不超过5亿元（含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5�年。 目前，文山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

股92.33%，其它股东的股权比例较小，因此将不进行同比例担保。

该预案需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预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鑫公司”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将向金融机

构申请不超过4亿元（含4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目前润鑫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

持股46.12%，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金集团” )持股44.83%，由于其它股东的股权比例

较小，由公司和冶金集团共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其中公司承担 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

过2年，冶金集团将在通过相关的决策程序后承担 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2年。

由于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董事田永、何伟、周鸿回避表决。

该预案需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预案》；

为降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文山公司、 润鑫公司、 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涌鑫公

司” ）、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鑫公司” ）的综合融资成本，节省财务费用，实现效益

最大化，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结合目前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信用资源和资金资源，公司决定

以自有资金通过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等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对文山公司、润鑫公司、涌鑫公司、泽鑫

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的委托贷款，公司在每个时点对子公司的委托贷款额结余数不

超过10亿元，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其中公司为文山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委托贷款，为润鑫公司提供

不超过2.5亿元委托贷款，为涌鑫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委托贷款，为泽鑫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委托贷

款。

目前公司持有文山公司92.33%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小，不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委托贷款支持，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目前润鑫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股46.12%，公司控股股东冶金集团持股 44.83%，其它股东持股

比例较小。冶金集团将在通过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后，根据公司对润鑫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按其持有

润鑫公司股权比例，对润鑫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委托贷款。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小，不按照股权比例

提供委托贷款支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目前涌鑫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股46.56%，冶金集团持股43.21%，其它股东持股比例较小。 冶金

集团将在通过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后，根据公司对涌鑫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按其持有涌鑫公司股权

比例，对涌鑫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委托贷款。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小，不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委托贷款

支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目前泽鑫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股 60%，冶金集团持股 40%。 冶金集团将在通过相关内部决策

程序后，根据公司对泽鑫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按其持有泽鑫公司股权比例，对泽鑫公司提供不超过

1.33亿元委托贷款。

由于该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董事田永、何伟、周鸿回避表决。

本预案须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9日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预案》的独立

意见

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

发表如下意见：

1.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文）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监管要求；

2.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同意将该事项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华一新 宁 平 尹晓冰 胡列曲

2014年8月29日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

有限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预案》

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

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

料；

2.综上,们我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华一新 宁 平 尹晓冰 胡列曲

2014年8月28日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

有限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预案》的

独立意见

按照《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我们对公司向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鑫公司” ）贷

款供连带责任担保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文）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监管要求；

2.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其持有润鑫公司股权，对润鑫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提供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3.同意将该事项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华一新 宁 平 尹晓冰 胡列曲

2014年8月29日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关联交易事项（提供委托贷款）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

有关人员汇报的基础上，对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认可

意见:

1.公司已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关材

料。

2.综上，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华一新 宁 平 尹晓冰 胡列曲

2014年8月28日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于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预案》的独立意见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于 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以通讯方

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预案》，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6�号———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

立董事对该预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委托贷款对象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山公司” ）、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润鑫公司” ）、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涌鑫公司” ）、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泽鑫公司” ）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其提供的委托贷款资金主要用于置换高成本的银行

贷款，有利于节约控股子公司的财务费用，优化财务机构，且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委托贷款风险可

控。同时，公司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期基准利率和当期公允的金融市场情况确定贷款利率，交易根

据市场化原则运作，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在通过相关内部决策

程序后，为润鑫公司提供2.5亿元委托贷款、为涌鑫公司提供2.5亿元委托贷款、为泽鑫公司提供1.33亿元

委托贷款。 该事项并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公司于2014年8月2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预案》，公司以自有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10亿元的委托贷款，委托贷款期限为1年。 控股

子公司将在约定资助期间到期后及时清偿该笔财务资助。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4.同意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预案》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华一新 宁 平 尹晓冰 胡列曲

201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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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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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

8月19日（星期二）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

的内容与格式》、《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情

况，公司编制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具体内容见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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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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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文山公司” )的生产经营需要，文山公司拟选择合适的融资租赁公司，用现有的生产经营设备

进行不超过5亿元（含5亿元）的融资租赁融资，由公司承担不超过5亿元（含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不超过5�年。 目前，文山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股92.33%，其它股东的股权比例较小，因此将不

进行同比例担保。

2014年8月29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

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预案》。 根据中国证监

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将提交下一次股东大

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公司与相关方签订担保协议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文山县开化镇开化北路（信息中心8楼）

注册资本：160,000万元 （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丁吉林

主营业务：铝土矿资源开发、开采，氧化铝生产

目前文山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截止2014年6月30日，文山公司总资产为61.65亿元，净资产为17.05亿元，负债总额为44.60亿元（其

中流动负债为26.20亿元，非流动负债为18.40亿元；流动负债中短期银行借款为13.01亿元，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为6.75亿元；非流动负债中长期银行借款为13.29亿元）。 2014年1-6月文山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7.52亿元，利润总额为0.26亿元，净利润为0.22亿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未签订担保协议，将待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一）公司为文山公司融资租赁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主要原因

1. 该担保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证监会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文）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监管要求，文山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云铝股份，持

股92.33%。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小，将不按照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承担5亿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

2.根据目前的融资环境，为确保文山公司资金安全，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需要通过融资租赁方式筹集中长期资金，而融资合作方提出需要担保。

（二）存在的主要风险及公司将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存在的主要风险

文山公司属于有色金属行业，其周期性比较明显，市场波动较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具有一定的风

险，但文山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有效控制文山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担保风险是可控的。

2.公司将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在经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的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将加强对子公司生产经营等工作的管理，从而降低子公司运营风险。

（4）公司已建立一系列资金险风控制制度，并通过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由公司提名，掌控文山公司财

务和生产经营状况，降低风险。

（5）公司对子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能掌握子公司的资金及担保风险情况。

（6）文山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或其他业务需要提供担保时，由公司为其审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的金额为183,228

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8亿元；为云南云铝

泽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6.6328亿元；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泓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0.49亿元； 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沥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2亿

元；为控股子公司文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1.2亿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文山公司对参股公司云南

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州分行申请1.62亿元新增固定资产贷款（期限72个月）

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云铝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文山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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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贷款连带责任

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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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润鑫公司”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将向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4亿元（含4亿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期限不超过2年，目前润鑫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股46.12%，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冶金集团” )持股44.83%，由于其它股东的股权比例较小，由公司和冶金集团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公司承担 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2年，冶金集团将在通过相关的决策程序后承担

2�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2年。

2014年8月29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8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

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预案》，由于该事项属于

关联交易事项，审议时关联董事田永、何伟、周鸿回避表决。 根据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规定，该事项将提交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后公司与相关

方签订担保协议后实施。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红河工业园区冶金材料加工区）

注册资本：100,131.0179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春生

主营业务：有色金属产品加工、销售

目前润鑫公司的股权结构图

截止2014年6月30日润鑫公司总资产为37.62亿元，净资产为7.37亿元，负债总额为30.25亿元（其中

流动负债为22.10亿元，非流动负债为8.15亿元；流动负债中短期银行借款为12.0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为2.29亿元；非流动负债中长期银行借款为3.17亿元；银行借款总计为15.57亿元）。 2014年1-6

月润鑫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36亿元，利润总额为-1.36亿元，净利润为-1.17亿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未签订担保协议，将待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一）公司为润鑫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的主要原因

1.该担保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

文）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监管要求。 润鑫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云铝股份，主要股东冶金集

团是云铝股份控股股东，持有润鑫公司44.83%的股权，将在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后承担2亿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规避云铝股份控股股东冶金集团通过对外担保进行资金占用的风险。 润鑫公司其余股东合计持股

比例为10%左右，根据贷款银行的相关规定及润鑫公司其余股东的实际情况，其余股东的担保责任由公

司和冶金集团承担。

2.根据目前的融资环境，为确保润鑫公司资金安全，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需要通过贷款筹集中长期资金，而合作方提出需要担保。

（二）存在的主要风险及公司将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存在的主要风险

润鑫公司属于有色金属行业，其周期性比较明显，市场波动较大，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具有一定的风险，但

润鑫公司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有效控制润鑫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担保风险是可控的。

2.公司将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在经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2）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交所的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将加强对子公司生产经营等工作的管理，从而降低子公司运营风险。

（4）公司已建立一系列资金风险控制制度，并通过主要高级管理人员由公司提名，掌控润鑫公司财

务和生产经营状况，降低风险。

（5）公司对子公司的资金流向与财务信息进行实时监控，能掌握子公司的资金及担保风险情况。

（6）润鑫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或其他业务需要提供担保时，由公司为其审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实际提供担保的金额为 183,228

万元，其中: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8亿元；为云南云铝

泽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6.6328亿元；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泓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0.49亿元； 为控股子公司云南云铝沥鑫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2亿

元；为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金额为1.2亿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

业有限公司对参股公司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山州分行申请1.62亿元新增

固定资产贷款（期限72个月）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云铝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润鑫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2014

—

061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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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为降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 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云南文山铝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文山公司” ）、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鑫公司” ）、云南云铝涌鑫铝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涌鑫公司” ）、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鑫公司” ）的综合融资

成本，节省财务费用，实现效益最大化，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结合目前云铝股份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信用资源和资金资源，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通过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财务公

司” ）等有资质的金融机构对文山公司、润鑫公司、涌鑫公司、泽鑫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

元）的委托贷款，公司在每个时点对子公司的委托贷款额结余数不超过10亿元，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1

年。 其中，为文山公司提供不超过3亿元委托贷款，为润鑫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委托贷款，为涌鑫公司

提供不超过2.5亿元委托贷款，为泽鑫公司提供不超过2亿元委托贷款。

目前公司持有文山公司92.33%股权，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小，不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委托贷款支持，不

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目前润鑫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股46.12%，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冶金集团” ）持股 44.83%，其它股东持股比例较小。 冶金集团将在通过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后，根据公司

对润鑫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 按其持有润鑫公司股权比例， 对润鑫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委托贷

款。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小，不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委托贷款支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目前涌鑫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股46.56%，冶金集团持股43.21%，其它股东持股比例较小。 冶金

集团将在通过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后，根据公司对涌鑫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按其持有涌鑫公司股权

比例，对涌鑫公司提供不超过2.5亿元委托贷款。 其他股东持股比例较小，不按照股权比例提供委托贷款

支持，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目前泽鑫公司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持股 60%，冶金集团持股 40%。 冶金集团将在通过相关内部决策

程序后，根据公司对泽鑫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按其持有泽鑫公司股权比例，对泽鑫公司提供不超过

1.33亿元委托贷款。

二、借款人基本情况及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一）文山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文山县开化镇开化北路（信息中心8楼）

法定代表人：丁吉林

注册资本：16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年4月16日

公司经营范围：铝土矿资源开发、开采；氢氧化铝、氧化铝及其延伸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液氧、液

氮、硫磺、硫酸铵、铁精矿、金属镓、蒸汽和赤泥的生产和销售；矿冶机械制造；矿产资源的地质勘查、科研、

技术咨询等服务；矿产品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

元

） 6,164,589,964.73 6,046,046,433.96

负债

（

元

） 4,459,981,491.56 4,364,165,653.13

净资产

（

元

） 1,704,608,473.17 1,681,880,780.83

资产负债率

（%） 72.35 72.18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

元

） 752,311,292.89 1,212,851,178.24

营业利润

（

元

） 11,597,048.81 70,131,403.23

净利润

（

元

） 22,062,634.68 68,651,102.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24,269,355.67 525,839,736.48

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92.33%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0%

云南文山斗南锰业股份有限公司

1.67%

文山州城乡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1.00%

合计

100.00%

2.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委托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3亿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期限不超过1年

委托贷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期基准利率和当期公允的金融市场情况确定。

（二）涌鑫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云南省建水县临安镇羊街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丁吉林

注册资本：103,506.4727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5年6月30日

公司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含重熔用铝锭及铝加工制品）、黑色金属加工、销售；金属（贵金属除外）

购销；硫酸铵化肥产品生产、销售；日用百货批发、零售。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

元

） 4,275,138,203.45 4,307,280,337.39

负债

（

元

） 3,506,982,645.06 3,415,891,697.54

净资产

（

元

） 768,155,558.39 891,388,639.85

资产负债率

（%） 82.03 79.31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

元

） 2,010,986,750.43 4,631,208,171.61

营业利润

（

元

） -149,499,143.35 -219,080,925.57

净利润

（

元

） -127,310,797.16 -181,570,36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36,777,269.04

752,788,933.55

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46.56%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21%

佛山市成拓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3.01%

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2.83%

佛山市永信德铝业有限公司

1.7%

云南凯鑫工贸有限公司

1.12%

云南雁昆经贸有限公司

1.12%

镇江碳素有限公司

0.45%

合计

100.00%

2.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委托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云南云铝涌鑫铝业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期限不超过1年

委托贷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期基准利率和当期公允的金融市场情况确定

（三）润鑫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 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红河工业园区冶金材料加工区）

法定代表人：张春生

注册资本：100,131.0179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7月26日

公司经营范围：重熔用铝锭、铝加工制品生产及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

元

） 3,762,089,738.04 3,549,704,613.93

负债

（

元

） 3,024,897,013.62 2,695,644,462.62

净资产

（

元

） 737,192,724.42 854,060,151.31

资产负债率

（%） 80.40 75.94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

元

） 1,835,942,949.07 2,292,206,968.66

营业利润

（

元

） -136,990,447.44 -162,170,420.35

净利润

（

元

） -116,863,107.47 -135,598,488.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99,529,548.40 18,965,106.77

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46.12%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4.83%

云南滇能

（

集团

）

控股公司

5.07%

佛山市成拓有色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1.45%

云南慧维实业有限公司

0.85%

云南开远一行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0.72%

云南凯鑫工贸有限公司

0.6%

云南凯康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0.36%

合计

100.00%

2.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委托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云南云铝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期限不超过1年

委托贷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期基准利率和当期公允的金融市场情况确定

（四）泽鑫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

住所：曲靖市富源县中安镇

法定代表人：陈德斌

注册资本：7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月6日

公司经营范围：重熔用铝锭及铝加工制品，炭素及炭素制品，氧化铝销售，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加工、

销售，金属材料贸易等。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4

年

6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

元

） 2,655,476,296.27 2,470,312,887.26

负债

（

元

） 1,880,216,338.72 1,650,353,774.52

净资产

（

元

） 775,259,957.55 819,959,112.74

资产负债率

（%） 70.81 66.81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

元

） 926,773,153.09 896,502,826.12

营业利润

（

元

） -64,713,845.90 6,334,152.72

净利润

（

元

） -47,361,587.75 76,906,138.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90,689,609.21 162,893,500.64

股东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60%

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合计

100%

2.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委托人：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云南云铝泽鑫铝业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期限不超过1年

委托贷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期基准利率和当期公允的金融市场情况确定

三、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目的是用于置换文山公司、润鑫公司、涌鑫公司、泽鑫公司高成本的流

动资金借款，降低融资成本，节省财务费用，实现效益最大化，提升企业竞争力，这将有利于加快推动公司

铝产业的发展。

公司分别持有文山公司、润鑫公司、涌鑫公司、泽鑫公司92.33%、46.12%、46.56%、60%的股权，对其

生产经营活动具有控制权，不能如期履行偿债义务的风险较小。 本次委托贷款是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发

展的资金需求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用活闲置资金，提高了资金效益。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不产

生影响。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通过财务公司等有资质的金

融机构对控股子公司文山公司、润鑫公司、涌鑫公司、泽鑫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

款。 原因如下：

向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用于置换高成本的流动资金借款，有利于降低云铝股份及控股子

公司的综合融资成本，节省财务费用，提升企业竞争力，同时也提高了公司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公司发

展；委托贷款对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资产状况良好，能够保持稳定的现金流，具备充足的还本付息能

力。本次交易是公司运用市场工具融资控制资金成本、优化财务结构的有益措施，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

展。

董事会认为上述委托贷款行为符合相关规定，委托贷款利率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期基准利率

和当期公允的金融市场情况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委托贷款对象文山公司、润鑫公司、涌鑫公司、泽鑫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向其提供的委托贷款

资金主要用于置换高成本的流动资金借款，有利于节约财务费用，且公司对其具有绝对控制权，委托贷款

风险可控。同时，公司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同期基准利率和当期金融市场情况公允确定贷款利率，交

易根据市场化原则运作，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我们同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做出的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的决议。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预案》，上述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董事会在审议时，关联董事田永、何伟、周鸿回避表决。

该预案须提交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针对上述委托贷款事项出具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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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宏远

A

股票代码

000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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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鄢国根 朱玉龙

电话

（

0769

）

22412655

（

0769

）

22412655

传真

（

0769

）

22412655

（

0769

）

22412655

电子信箱

0573@21cn.com 0573@21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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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31,652,192.32 556,856,691.92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8,646,626.17 89,179,437.19 -7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

元

）

18,539,240.18 15,870,990.84 1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9,968,451.41 -30,073,913.58 -99.4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9 0.1432 -79.1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99 0.1432 -79.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5.91%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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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17,822,924.06 2,925,352,088.29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1,599,606,253.27 1,580,752,214.3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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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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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52% 102,856,241

质押

102,820,000

东莞市振兴工贸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7% 7,287,279

东莞市南城区经济联合总社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4% 7,075,432

周伟光 境内自然人

0.82% 5,108,165

黎衬开 境内自然人

0.81% 5,064,436

叶丽兴 境内自然人

0.57% 3,536,000

江安东 境内自然人

0.54% 3,389,995

海南裕景环境艺术工程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2,924,075

吴晓峰 境内自然人

0.46% 2,865,100

杨志华 境内自然人

0.44% 2,760,5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三名股东与第四至第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没有充足的确

定性信息对第四名至第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

作出判断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上述股东中

，

江安东通过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38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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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宏观经济环境整体发展偏缓，在行业政策紧绷、信贷持续紧缩的影

响下，全国房地产市场成交不活跃，市场观望情绪蔓延，房价也出现普遍下调迹象，房地产

行业进入调整期，东莞区域市场呈现销售放缓，量跌价稳局面；在煤炭产业方面，企业的经

营发展走向较大程度受政策主导，从上半年来看，贵州煤炭市场依然是低迷局面。

面对复杂的房地产市场环境，公司不断加强形势研判，努力应对政策及市场环境的不

确定性，适时调整经营策略以快速适应市场变化。 在房地产市场流动性趋紧，传统融资渠道

受限的情况下，公司积极发展多元融资渠道，通过筹备发行公司债券、进行信托融资等，充

分利用好融资平台，为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目前，公司债券发行预案

已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续工作正逐步开展。 为加快推进库存去化，房地产公司加大商品

房的现售、预售力度，上半年主推产品为江南第一城和宏远御庭山适销对路的中等户型，但

受制于楼市整体降温，项目销售业绩受到一定影响。 在市场住宅类产品遇冷时，而商铺、车

位等非住宅类产品却逆市热销，房地产公司创新思路，契合市场形势，准确捕捉市场热点，

大力推售车位、商铺，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房地产公司准确把控在建项

目建设进度，持续增强项目的运营管控能力。

面对煤炭市场疲软，竞争日益激烈局面，公司积极应对，继续夯实煤炭业务基础，始终

坚持以建设本质安全型矿井为目标，着力营造和谐稳定发展环境，确保公司煤矿企业的可

持续发展。 公司以内控检查为契机，切实提高下属煤矿企业规范运作水平，有效防范经营风

险；日常经营中多措并举推动降本增效工作，开创精细化管理新局面。 另一方面，公司努力

寻求与合作方共建煤矿整合主体，遵从贵州省煤矿兼并重组政策要求，收购了永安煤矿和

兴坝田煤矿用作硬性关停指标，正逐步完成对煤矿减半原则的收购、关停指标工作；同时公

司亦加强对其他矿产资源项目的考察调研，不断拓展新领域，寻求新突破。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165.22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4.53%， 营业利润2,

322.9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8.36%，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864.66万元，比上年同

期减少79.09%。 利润同期相比减少，主要是因为上年同期剥离低效资产转让工业区旧区厂

房而本期没有该部分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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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周明轩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73

证券简称：粤宏远

A

公告编号：

2014-037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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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计期间：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 50%-80%

盈利

：10,137.65

万元

盈利

：

约

2,027.53

万元

-5,068.83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0.0326

元

-0.0814

元 盈利

：0.1628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较上年同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2013年上半年公司将宏远工业区旧区厂房土地资

产整体转让产生较大收益 ，本期无相关转让收益，故2014年前三季度（1-9月）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数据为初步测算，公司 2014�年前三季度业绩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东莞宏远工业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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