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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一 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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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昆明机床

600806

H

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

昆明机床

0300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

公司秘书

）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罗涛 王碧辉

电话

86-871-66166612 86-871-66166623

传真

86-871-66166288 86-871-66166288

电子信箱

luotao@kmtcl.com.cn wangbh@kmtcl.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4

年

2013

年

（

经重述

）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

(%)

2012

年

(

经重述

) 2011

年

2010

年

营业收入

867,889,305.64 1,029,488,879.74 -15.70 1,086,311,095.78 1,804,857,564.29 1,597,705,267.1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204,091,306.53 8,521,796.32 -2,494.93 -102,851,352.78 54,567,125.16 178,324,801.5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24,165,737.61 -24,012,543.98 833.54 -114,564,603.47 51,897,930.57 167,747,132.71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32,256,016.53 -77,588,452.04 70.46 7,571,011.30 654,756.70 129,272,783.34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期末比

上年同期

末增减

（

%

）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2010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85,557,573.82 1,297,187,170.90 -16.31 1,288,665,374.58 1,402,138,349.42 1,374,125,279.42

总资产

2,815,121,513.91 2,764,961,985.20 1.81 2,519,121,043.85 2,558,664,361.12 2,247,730,361.6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49626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49626

户

，

其中

：

A

股

49504

户

，

H

股

122

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

（

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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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未知

25.27 133,976,900

无 未知

沈阳机床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

人

25.08 133,222,774

无 未知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

人

6.79 36,062,110

无 未知

CHAN KWOK TAI

EDDIE??

境外自

然人

0.57 3,050,000

无 未知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聚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35 1,839,900

无 未知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9 1,512,683

无 未知

徐从鹏

境内自

然人

0.27 1,452,004

无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7 1,447,640

无 未知

苏晓健

境内自

然人

0.21 1,146,525

无 未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21 1,140,817

无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

10

名股东中

，

除国有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外

，

公司不知晓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有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

除上述披露之主要股东外

，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根据中国

《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

例

》

第

60

条及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2

号

（

2005

年修订

）》

规定

，

其他股东之持股

量并未达到需要报告之数量而根据香港证券

《

公开权

益条例

》

第

16

（

1

）

条规定

，

本公司并无获悉其他人士拥

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

10%

或以上权益

。

前

10

名股东

中

，

持有公司股份达

5%

以上

（

含

5%

）

股份的股东有

3

户

，

即

HKSCC Nominees Limited(

以下称

：

中央结算

（

代理

人

）

有限公司

)

，

所持股份类别为境外上市外资股

，

沈阳

机床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类别为国有法人

股

，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所持股

份类别为国有法人股

。

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未发生变

动

、

质押

、

冻结或托管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备注：1）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系代理客户持股。 本公司未

接获有本公司H股股东数量超过本公司总股本10%的情况。 超过H股总股本5%的H

股股东情况：无。

2）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董事并无获告知有任何人士 （并非董事或主要行政人

员） 于本公司股份或相关股份拥有权益或持有淡仓而需遵照香港 《证券及期货条

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之规定向本公司作出披露，或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

第336条规定，须列入所指定之登记册之权益或淡仓。

3）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董事及监事概无在本公司或任何相联法团

（定义见《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的股份、相关股份及/或债券（视情况而定）中

拥有任何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的

权益或淡仓（包括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该些章节的规定被视为或当作这些董事

或监事拥有的权益或淡仓）、或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352条规定而记录于本公

司保存的登记册的权益或淡仓、或根据《标准守则》而知会本公司及香港交易所的权

益或淡仓。

本事项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督促上市公司股东认真执行减持解除限售

存量股份的规定的通知》的规定公告。

2.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中国机床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经济形势、竞争环境还是

市场需求都发生了本质性变化：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传统产品

严重过剩,用户需求快速升级，国际化竞争加剧,盈利模式发生巨变。 与此同时，世界

新一轮科技创新正在加速推进，基于互联网环境的集成化智能制造正在悄然兴起。

在机床行业整体不景气的大环境中，公司经营层积极应对不利的经营局面，以市

场为中心，主动向工业服务商转型。 新增合同较上年增长2.6%，特别是公司着力发展

的龙门式铣镗床及卧式加工中心成为新的增长点，其中：龙门式铣镗床新增合同同比

增长103%、卧式加工中心新增合同同比增长248%；向工业服务商转型初见成效，全

年承揽再制造业务的合同1186万元。

2014年1~12月，金属切削机床新增订单同比下降3.5%，在手订单同比下降1.5%；

出口总额116.3亿美元，同比增加22.1%，金属切削机床出口额22.7亿美元，同比增加

20.6%；进口总额177.8亿美元，同比增加10.8%。 金属切削机床进口额88.4亿美元，同

比增加11.1%；与投资相关的金属切削机床消费呈现下降，而面向消费品制造的金属

成形机床保持增长。

预计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 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

特别是投融资体制改革逐步到位和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实施，投资增速有望加快，基础

建设投资和服务性投资将加速增长。 同时，经过几年的结构调整，国内外机床企业逐

步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挖掘市场潜在需求的能力大大增强。 因此，2015年机床

进口预计将保持小幅增长，国产机床销售额有望与2014年持平。

公司发展战略

（1）建立完善市场化运行机制

在组织机构调整完成的基础上，围绕市场化机制建设目标，进行经营模式变革，

由事业部制向公司化过渡。在全公司建立内部市场化运作机制，配套单元率先实现全

面市场化。

（2）优化、调整人力资源结构

①做强主机事业部，在现有人员规模上进行优化，着力提升技术能力、装配能力

及安调服务水平；配套事业部结合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严控管辅人员比例，针对非核

心生产单元，采取外包等措施，并逐步探索混合制经营的管理模式。

②实施人才发展战略，积极引进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聘请外国技术专家，提高

研发队伍能力和研发水平。

（3）深入开展产品结构调整

①龙门式镗铣床发展方向： 优化通用型龙门系列； 着力开拓行业针对性强的产

品，主要是汽车模具、飞机结构件两大行业。

②卧式加工中心发展方向：汽车发动机系列、航天航空结构件系列、精密卧加系

列、小卧加系列（流量型）、通用型卧加系列。

③普通镗床发展方向：发展经济型数控镗床（KIMI）替代普通镗床，聚焦行业，

开拓国际市场，控制资源投入。

④数控机床发展方向：提升主打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

争力。

⑤针对关键功能部件（转台、刀库、铣头），采用合资、合作等方式，引进先进技

术，实现自产。

⑥针对内外防护、液压系统、电气系统、冷却/排屑/除尘系统，分别成立专门团队

进行攻关，全力提升产品质量和可靠性。

（4）提升市场获得能力

①充分发挥用户工程中心服务市场的功能，加强技术力量投入，紧紧围绕用户需

求，编制切实可行的用户成套解决方案并有效实施，为抢订单创造条件。

②全力实施“擦亮品牌” 、“精品工程” ，全面提升产品质量，充分发挥产品竞争

优势。

③推进“精益改善”工程，降低成本、缩短交货期、提高质量水平。

④通过融资租赁、法人按揭等方式，在市场端通过全方位搭载金融手段，为用户

提供融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回款，扩大公司产品销售。

⑤开拓新业务，着力推动再制造、功能部件产业化工作，创造新的增长点。

⑥组建行业工艺研究机构，细分市场，系统研究用户现实需求及潜在需求，将需

求信息转化为研发目标，并围绕汽车、航空航天、模具、军工等重点行业开展工作。

⑦加强外销市场开拓力度，开创外销市场新局面。

（5）提升运营质量

①制订专项的“三年以上应收账款清收”措施，严格实施和考核。

②压缩存货规模，减少资金占用，加快资金周转。

③清理闲置资产，制订和实施处置方案，盘活存量资产。

④供应链整合，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制造效率。

⑤在全面预算指导下，严格控制成本费用支出。

⑥管理版本升级，消除无效管理，提高综合管理效率。

⑦加强对子公司管控水平，提高盈利能力或降低亏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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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

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本公司于2014年1月1日起执行下述财政部新颁布?/?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同时，本公司于2014年3月17日开始执行财政部颁布的《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

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以及在2014年度财务报告中开始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此外，本集团已于2013年1月1日起提前执行财政部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业

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 财政

部于2014年7月进一步修订了准则9号应用指南及准则30号应用指南，该修订自2014

月7月1日起生效，本集团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该修订后的应用指南。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2014年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

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未受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的2014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各项目，

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项目的增减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增加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报表项目金

额

?

本集团 本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1,145,000.00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145,000.00 -

应付职工薪酬

- 5,110,774.06 -5,110,774.0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5,110,774.06 5,110,774.06

递延收益

121,303,008.63 121,063,008.63

其他非流动负债

-121,303,008.63 -121,063,0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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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年末砂箱的会计处理 根据本公司的会计政策，本公司对在生产过程中

辅助使用的砂箱作为周转材料，在领用时采用一次转销法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于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将原已在领用时一次性转销计入损益的合计成本为人民

币34,860,213.24元的砂箱计入2012年12月31日的在产品余额， 同时冲减2012年度

的营业成本， 该会计处理与本公司的会计政策不符。 对于本公司2012年度合并利

润表以及利润表，该会计差错导致营业成本少计人民币34,860,213.24元，所得税费

用多计人民币5,229,031.99元；对于本公司2012年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

资产负债表，此会计差错导致存货余额多计人民币34,860,213.24元，递延所得税资

产少计人民币5,229,031.99元； 对于本公司2013年度的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股

东权益变动表，此会计差错导致年初及年末股东权益多计人民币29,631,181.25元。

2、2013年砂箱委托修理交易的会计处理 2013年，公司对上述砂箱委托第三方

进行修理， 业务单位为了增加修理方对委托物的管理， 按照先将砂箱销售给受委托

方，再在修理完成后回购有关砂箱的方式分别签订了销售与采购合同。本公司对于该

交易在会计处理上分别确认砂箱销售及砂箱采购。其中，有关砂箱销售及成本结转于

2013年确认，其后的采购于2014年确认。 本年度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结合对于该委托加工交易实质的判断，认为该委托修理交易应该按确认砂箱修理

费用方法进行核算，于费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2013年度）。 对于本公司2013

年度合并利润表以及利润表， 此会计差错导致营业收入多计人民币33,346,375.53

元，营业成本多计人民币34,618,883.73元，所得税费用少计人民币190,876.22元；对

于本公司2013年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资产负债表，此会计差错导致应收

账款多计人民币33,346,375.53元，其他应付款少计人民币241,329.51元，递延所得

税资产多计人民币190,876.22元； 对于本公司2013年度的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

股东权益变动表，此会计差错导致年末股东权益少计人民币1,081,631.98元。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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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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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董事应到11人，实到10人，独立董事杨雄胜因公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事

陈富生出席并表决。

●本次董事会议案均获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5年3月20日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15年3月29日，地点昆明，会议以举手方式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0人，独立董事杨雄胜因公未能出席，委托独

立董事陈富生出席并表决。 公司4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3、2014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4、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营业收入13.74亿元，利润总额1.20亿元；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5年度常规技改项目报告，共计2664万元；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聘任彭梁峰为公司副总裁；

彭梁锋简历：男，1981年8月2日出生，中共党员。工学硕士，工程师。 2006年7月毕

业于昆明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2006年7月至2012年12月历任沈

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设计员，产品部件设计师，产品主任设计师，

龙门产品设计室主任；2012年12月至2014年2月曾任公司数控机床事业部龙门产品

线产品经理，技术部部长，副总工程师；2014年2月至今任公司龙门事业部总经理。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7、《2014年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8、《2014年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9、2014年度审计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10、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12、提议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授权董事会秘书按规定发出股东会议

通知；

本提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内容第1、2、3、4、5、10项均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将于公告当日刊

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com.hk、

公司网站http://www.kmtcl.com.cn。

特此公告。

? 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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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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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3月29日召

开，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4人，蒋晶瑛监事因公未能出席，委托蔡哲明监事出席并表

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邵里先生主持，监事会审议并一致通过：

（一）、《二○一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二）、审议并通过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全部议案；

（三）、监事会认为：

?1、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各项

决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有相应内部控制制度，就董事会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意见 ；

2、本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认为

公司的财务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向事项 ；

4、本报告期内，公司关联交易是以公平原则进行的，无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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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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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上市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等的影响。

1、2012年末砂箱的会计处理， 导致2012年度报表营业成本少计34,860,213.24

元，所得税收益少计人民币5,229,031.99元；存货余额多计34,860,213.24元，递延所

得税资产少计5,229,031.99元；年初及年末股东权益多计人民币29,631,181.25元。

2、2013年砂箱委托修理交易的会计处理， 导致2013年度营业收入多计33,346,

375.53元，营业成本多计34,618,883.73元，所得税收益多计人民币190,876.22元；应

收账款多计33,346,375.53元，其他应付款少计241,329.51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多计

190,876.22元；年末股东权益少计人民币1,081,631.98元。

一、前期会计差错概述

1、2012年末砂箱的会计处理

根据本公司的会计政策，本公司对在生产过程中辅助使用的砂箱作为周转材料，

在领用时采用一次转销法进行摊销，计入当期损益。 于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将原

已在领用时一次性转销计入损益的合计成本为人民币34,860,213.24元的砂箱计入

2012年12月31日的在产品余额，同时冲减2012年度的营业成本，该会计处理与本公

司的会计政策不符。

对于本公司2012年度合并利润表以及利润表，该会计差错导致营业成本少计人

民币34,860,213.24元，所得税收益少计人民币5,229,031.99元；对于本公司2012年

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资产负债表，此会计差错导致存货余额多计人民币

34,860,213.24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少计人民币5,229,031.99元；对于本公司2013年

度的合并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股东权益变动表， 此会计差错导致年初及年末股东权

益多计人民币29,631,181.25元。

2、2013年砂箱委托修理交易的会计处理

2013年，公司对上述砂箱委托第三方进行修理，业务单位为了增加修理方对委托

物的管理，按照先将砂箱销售给受委托方，再在修理完成后回购有关砂箱的方式分别

签订了销售与采购合同。 本公司对于该交易在会计处理上分别确认砂箱销售及砂箱

采购。 其中，有关砂箱销售及成本结转于2013年确认，其后的采购于2014年确认。 本

年度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结合对于该委托加工交易实质的判断，认

为该委托修理交易应该按确认砂箱修理费用方法进行核算， 于费用发生时计入当期

损益（2013年度）。

对于本公司2013年度合并利润表以及利润表，此会计差错导致营业收入多计人

民币33,346,375.53元，营业成本多计人民币34,618,883.73元，所得税收益多计人民

币190,876.22元； 对于本公司2013年12月31日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以及资产负债表，

此会计差错导致应收账款多计人民币33,346,375.53元，其他应付款少计人民币241,

329.51元，递延所得税资产多计人民币190,876.22元；对于本公司2013年度的合并股

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股东权益变动表， 此会计差错导致年末股东权益少计人民币1,

081,631.98元。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提案，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 上述两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本公司2013年度合并净利润及2013年年初及

年末合并股东权益的影响汇总如下（以人民币元列示）：

本集团

净利润 年末股东权益 年初股东权益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调整前之净利润及

股东权益 9,325,291.11 1,372,915,706.66 1,363,590,415.55

------------------ ------------------

------------------

-� 2012年末砂箱确认 - (29,631,181.25) (29,631,181.25)

-� 2013年砂箱委托修理 1,081,631.98 1,081,631.98 -

合计 1,081,631.98 (28,549,549.27) (29,631,181.25)

-------------------------- --------------------------

-------------------------

调整后之净利润及

股东权益 10,406,923.09 1,344,366,157.39 1,333,959,234.30

本公司

净利润 年末股东权益 年初股东权益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调整前之净利润及

股东权益 5,690,167.34 1,302,088,138.35 1,296,397,971.01

------------------ ------------------

------------------

-� 2012年末砂箱确认 - (29,631,181.25) (29,631,181.25)

-� 2013年砂箱委托修理 1,081,631.98 1,081,631.98 -

合计 1,081,631.98 (28,549,549.27) (29,631,181.25)

-------------------------- --------------------------

-------------------------

调整后之净利润及

股东权益 6,771,799.32 1,273,538,589.08 1,266,766,789.76

2013年12月31日受影响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与负债项目列示如下：

本集团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应收账款 421,649,692.09 (33,346,375.53) 388,303,316.56

递延所得税资产 64,288,487.72 5,038,155.77 69,326,643.49

其他应付款 121,768,252.44 241,329.51 122,009,581.95

本公司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应收账款 331,925,136.42 (33,346,375.53) 298,578,760.89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243,236.75 5,038,155.77 59,281,392.52

其他应付款 123,094,286.24 241,329.51 123,335,615.75

2013年度受影响的合并利润表及利润表中的收入与费用项目列示如下：

本集团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1,062,835,255.27 (33,346,375.53) 1,029,488,879.74

营业成本 837,116,958.98 (34,618,883.73) 802,498,075.25

所得税费用 (660,370.34) 190,876.22 (469,494.12)

本公司

调整前 调整数 调整后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人民币元

营业收入 916,579,330.62 (33,346,375.53) 883,232,955.09

营业成本 729,393,037.66 (34,618,883.73) 694,774,153.93

所得税费用 (457,422.71) 190,876.22 (266,546.49)

2、前期会计差错事项更正的影响

2014年度本公司对上述两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 并采用追溯重述法对

2013年度比较合并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整。 详见由审计师毕马

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4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报

告》（见附件）。

3、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更正事项的性质及原因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就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公司责成相关的财务部、事业部

进行整改， 加强事业部和财务部的充分沟通以及信息对接管理， 提高信息核对准确

性。 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培训，人员大规模换岗时及时组织培训。 建议设立相关监督部

门，不定期对事业部进行审查。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内部机构发生重大调整的时候，没有对关键环节、关键岗位进行系统性的培

训；也没有在变化前后进行有效的监管和控制。希望管理层与相关部门进行检讨和总

结，加强管理，改善提高管理意识和水平，防止以后类似事项的发生。

四、上网公告附件

《2014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0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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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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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1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18日 上午 9点30�分

召开地点：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公司注册地）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

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18日

至2015年5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

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提请批准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

2

提请批准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

√

3

提请批准

2014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

4

提请批准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营业收入

13.74

亿

，

利润总额

1.20

亿元

；

√

5

提请批准

2015

年度公司常规技改项目报告

，

共计

2664

万元

；

√

6

提请批准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关于召开二〇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提案，已于2015年3月31日公布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com.hk、 公司网站 http:

//www.kmtcl.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

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

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

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截止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昆明机床”（本公司）A股股东（以

下简称A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

代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二)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香港联合交易所H股交易结束后，在公司H股

持有人名册登记在册的“昆明机床”（本公司）H股股东（以下简称H股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

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806

昆明机床

2015/4/17

H

股

0300

昆明机床

2015/4/17

(三)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凡持有本公司A股并于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当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A股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

卡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凡欲参加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及（如适

用） 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于2015年4月28日上午8：00-11：00时， 下午2：

00-5：00时前往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参加股东大会登记

手续，或者在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以前将上述文件的复印件和本公司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的回复邮寄或传真至设在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二）凡持有本公司H股并于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当日下午收市时在公司

H股持有人名册登记在册的本公司H股股东，凭身份证或护照出席临时股东大会。 凡

欲参加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请于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以前将身份证或护照（载

有股东姓名的有关页数）以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护照的复印

件和本公司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回条邮寄或传真至设在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

公室。 本公司将于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至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首尾两天

包括在内）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暂停过户期间买入本公司H� 股股份的

人士无权出席股东大会。

（三）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有权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

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委任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

（四）股东如欲委任代表出席股东大会，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 委托书须由委

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是法人，则须加盖法人印章或

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

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须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和委托书须

在股东大会开始时间前24小时交回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方始有效。 就H

股持有人而言， 上述文件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港

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17楼1712-1716室，

方始有效。

（五）A股股东的委托代表，凭委任股东的股票账户卡、代理委托书（如适用）和

委任代表的身份证出席股东大会。 H股股东的委任代表，凭股东的代理委托书（如适

用）和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护照出席股东大会。

六、 其他事项

(一)公司将根据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

司将在五日内再次公告通知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并在再次通知之后

召开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往返及食宿费用自理。

（三）联系方式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邮政编码：650203

传 真：0086－871－66166623或0086－871－66166288??

联系电话：0086－871－66166612或0086－871－66166623??

联 系 人：罗涛先生、王碧辉女士

特此公告。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30日

报备文件: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2、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附件1：回执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席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回执

本人或单位 ：＿＿＿＿＿＿＿＿＿＿＿＿ ＿＿＿＿＿＿＿＿＿＿（中文）

＿＿＿＿＿＿＿＿＿＿＿＿＿＿＿＿＿＿＿＿＿＿＿（英文）

身份证/护照号码：＿＿＿＿＿＿＿＿＿＿＿＿＿＿＿＿＿＿＿＿＿＿

持有公司股份 A股＿＿＿＿＿＿＿＿＿ 股东代码 ：＿＿＿＿＿＿＿

H股＿＿＿＿＿＿＿＿＿ 股东代码 ：＿＿＿＿＿＿＿

地址及邮编：＿＿＿＿＿＿＿＿＿＿＿＿＿＿＿＿＿＿＿＿＿＿＿＿＿

电话：＿＿＿＿＿＿＿＿＿＿＿ 传真：＿＿＿＿＿＿＿＿＿＿

拟 出席 /�委托代理人出席 于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上午9时30分在公司注

册地址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特以此书面回复告之公司。

股东：＿＿＿＿＿＿＿＿＿＿＿＿＿＿＿＿＿＿＿＿＿＿＿＿＿＿＿＿

日期：＿＿＿＿＿＿＿＿＿＿＿＿＿＿＿＿＿＿＿＿＿＿＿＿＿＿＿＿

附注：

1、请用正楷书写中英文全称。

2、请附上身份证/护照之复印件。

3、请附上持股证明之文件。

4、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2015年4月28日之前送达本公司的注册地址—中

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 此回执可采用来人、来函（邮编650203）或传真（传真

号码：0086－871-66166623或0086－871-66166288） 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310室）。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代理人委托书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本委托书代表的股份数目 (附注1)＿＿＿＿＿＿＿＿＿＿＿＿＿＿＿＿＿本人

(附注2)＿＿＿＿＿＿＿＿＿＿＿＿＿＿地址 ＿＿＿＿＿＿＿＿＿＿＿＿持有沈机

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股票A股＿＿＿＿＿＿＿＿＿＿＿股，H股

＿＿＿＿＿＿＿＿＿股(附注3)� ,为本公司的股东。

本人委任大会主席或 先生（女士）(附注4)代表本单位（或本人）

出席2015年5月18日 (星期一)上午9时30分，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公司

注册地）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并于该大会代表本

人依照下列指示（赞成、反对、弃权，附注5）?，就股东大会公告所列的以下决议案投

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1

提请批准

2014

年度董事会报告

；

2

提请批准

2014

年度监事会报告

；

3

提请批准

2014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4

提请批准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营业收入

13.74

亿

，

利

润总额

1.20

亿元

；

5

提请批准

2015

年度公司常规技改项目报告

，

共计

2664

万

元

；

6

提请批准

201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本人：＿＿＿＿＿＿＿＿＿＿＿＿＿＿

日期：2015年＿＿＿＿月＿＿＿＿日签署（附注6）

附注1：请填上与本委托书有关的A股及H股总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委托书

所代表的股份数目将被按视为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附注2：请用正楷填写股东全名及地址。

附注3：请分別填上实际持有本公司的A股及H股各自的总股数。

附注4：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 的字样划去,并

在空格内填上您所委托的代表的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投

票，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附注5：您如欲对某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号；如欲对某项

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对” 栏内填上“√”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

权”栏内填上“√” 号。 若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

附注6：本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则委托

书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由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 本附注所述授

权书均须公证。

公司将根据上述“赞成” 、“反对” 、“弃权” 之明确票数，包含计算在议案表决结

果的分母中；若没有明确票数，则不计算在议案表决结果的分母中。

附注7：就内资股持有人而言，本委托书连同附注6中所述的授权书，最迟须于股

东大会开始时间之前24小时（即2015年5月17日上午9时30分之前）邮寄或传真至本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310室）。 就H股持有人而言，本委托书连同附注6中所述的授权

书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

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54楼，方始有效。

附注8：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时须出示已填妥及签署的本股东代理

人委托书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附注9：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以一式两份填写。其中一份应依据附注7的指示送达

本公司，另一份则依据附注8的指示于股东大会出示。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23号，邮政编码：650203

联系电话：0086－871－66166612或0086－871－66166623??

传真：0086－871－66166623或0086－871－66166288???

联系人：罗涛先生、王碧辉女士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06

公司简称：昆明机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