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0893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2015-058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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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第二期、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

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注销未授予的股票期权等相关事项的议案》，经过审

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实施第二期、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同意以8.6120� 元/

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第二期、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已授予但未解锁的限制

性股票共600万股。 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实施第

二期、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已授予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注销未授予

的股票期权等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7）。

因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将导致公司股份总数减少 600万股，从而导

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600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

特此通知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天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将按照

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公司各债权人若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

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567

证券简称：海德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9

号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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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拟筹划重大事项，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6月17日开市起停牌。由于正在筹划的重大事

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5日开市起停牌，

并于2015年7月2日、7月9日披露了《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号、2015-026）。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商讨并推进相关工作。 公司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已组织独立财务顾问、

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进场工作，公司正有序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

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海南海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0663

股票简称：永安林业 编号：

2015-061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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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7月15日收

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通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6

日开市起停牌， 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结果并公

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永安林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5-030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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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015年7月15日，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于2015年7月15日召开的2015年第60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自2015年7月16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

国证监会的相关核准文件，待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再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0960

证券简称：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7

�债券代码：

112038

债券简称：

11

锡业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5日下午收到通知，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对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16日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

后将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5-55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停牌期间

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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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收购资产事项，公司股票已

于2015�年5月28日起停牌。 公司分别于2015年5月28日、6月4日、6月11日、6月18日、6月25日、7月2

日、7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了停牌事项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与相关标的企业就并购重组事项进行磋商沟通，已聘请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整体方案尚未最后确定。 鉴于本次并购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进

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73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主要股东紫光通信计划增持公司股票的

公告

TCL

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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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主要股东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紫光通信” ）通知，基于对公司目前价值的判断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紫光通信拟在未

来一周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股数不少于1,000,000

股。

截至2015年6月31日，紫光通信持有公司股份478,46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1%，本次增持计

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股东增持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100

�证券简称：

TCL

集团 公告编号：

2015- 074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简报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一、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的时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6月30日（下称“报告期内” ）

2、预计的业绩： 同向增长

项 目 2015年1月1日—2015年6月30日 上年同期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4�%�-��6%

盈利：197,933万元

盈利： 205,000万元-210,000万元

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69%�-��75%

盈利：93,280万元

盈利： 158,000万元-�163,00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9%�-��12%

盈利：147,374万元

盈利： 160,000万元-�165,0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0.1344元— 0.1386元 盈利： 0.1667元

注：报告期内，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44,547,480份，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股份2,727,

588,511股，公司股本由9,452,413,271股增加至12,224,549,262股。报告期内及上年同期每股收益均

按照总股本加权平均数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智能+互联网” 战略转型及建立“产品+服务”商业模式的“双+” 转型战

略，在主要产品销售持续增长的同时，互联网用户数量快速增长；金融事业本部以及投资与创投业务群

也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收益；公司的营业收入与盈利均继续实现了较好的增长，其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预计增长超过60%。

在产品销量和用户保持较好增长的同时，公司也在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建立面向未来的竞争力。 报

告期内，公司预计研发总投入为16.2亿元，同比增长22.1%；新增申请专利1,341项，新增获得授权专利

931项。 报告期内，公司在国内上缴各类税收总额为31.2亿元，同比增加13.2%。

报告期内，华星光电玻璃基板累计投片量为78.6万片，同比增长3.27%，产能稼动率和产品综合良率

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受益于主要产品均价高于去年同期，材料成本及单位固定成本同比下降，华星光电

的盈利超出年初预定目标。

报告期内，TCL多媒体持续进行产品结构和销售渠道的优化， 积极推进双+战略转型，TV+平台的

可运营用户持续增长并已具备一定的规模，互联网业务的商业运营逐步开展。 报告期内，TCL多媒体累

计实现液晶电视销量771.6万台，同比增长2.11%；其中中国区液晶电视销量386.8万台，同比增长8.8%。

通过公司智能网络电视终端运营的累计激活用户已达906.3万，日均活跃用户数已达344.0万。

报告期内，TCL通讯不断优化产品设计和功能，深化与运营商的关系，并拓展线上渠道，继续扩大全

球市场份额。 TCL通讯销售手机3483.5万台，同比增长16.3%，其中智能手机2088万台，同比增长38.9%，

智能手机销量占比从去年同期50.2%提升至59.9%。

报告期内，公司家电业务继续稳健发展。 空调和冰箱产品销量同比分别增长6.08%和5.96%，洗衣

机产品销量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报告期内，通力电子加快向互联网及智能终端产品相关联的新型产品转型，新型音频业务和流媒体

播放器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参与了唯冠国际（0334.HK）重组，将有助于 TCL�显示科技（惠州）有限公司（作

为唯冠国际现时的全资子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获得长期稳定及低成本的资金以投入研发和供应链整

合，有效地增强新型显示技术的创新能力和对上、下游产业的整合能力。

三、其他相关说明

有关2015年半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5日

股票简称：中海集运 股票代码：

601866

公告编号：临

2015-021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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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名称：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运香港” ）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

公司” 、“公司” ）本次为被担保人集运香港向银行借款1.3亿美元(约等于7.95亿元人民币，按2015年7

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1152元折算，下同)提供担保；截止本公告日，

本公司已为集运香港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5852亿美元(约等于76.96亿元人民币，不含本次的7.95亿元

人民币)。

3．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4．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无。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2015年7月10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5年7月15日以书面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13名，实际参会董事13名，有效

表决票13票，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了以下议案：关于为集运香港1.3亿美元内保外贷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13票、反对0票、

弃权0票）。

一、担保情况概述

集运香港拟向澳新银行香港分行申请1.3亿美元（约等于人民币 7.95亿元）一年期流动资金借

款，本公司通过内保外贷方式为该融资提供担保。

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自2015年7月1日起一年内，本公司可为集运香港提供总

额不超过15亿美元或等值人民币的担保，包括存在以下情形：（1）集运香港资产负债率超过70%；

（2）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按照股东大会的授权，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担保。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中海集装箱运输（香港）有限公司;

2，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3，注册地点：香港新界葵涌葵昌路51号九龙贸易中心2座31楼；

4，法定代表人：赵宏舟；

5,�注册资本：16.276亿美元及100万港元；

6，经营范围： 集装箱国际运输；

7，财务状况：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已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6.36亿美元（约等于283.50亿元人民币）,净

资产9.77亿美元（约等于59.75亿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16.75亿美元（约等于102.43亿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36.59亿美元（约等于223.76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32.52亿美元（约等于198.87亿元

人民币）；2014年营业收入为24.50亿美元（约等于149.82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11亿美元（约等

于-0.67亿元人民币）。

截止201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50.58亿美元（约等于309.31亿元人民币），

净资产10.09亿美元（约等于61.70亿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20.20亿美元（约等于123.53亿元人民

币），负债总额为40.49亿美元（约等于247.60亿元人民币），银行贷款总额32.22亿美元（约等于197.03

亿元人民币）；2015年1-3月份营业收入为6.26亿美元（约等于38.28亿元人民币），净利润为0.35亿美

元（约等于2.14亿元人民币）。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集运香港因业务发展和补充日常营运资金需要， 拟向澳新银行香港分行申请1.3亿美元 （约等于

7.95亿元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借款，该贷款其中1亿美元（约等于6.12亿元人民币）以内保外贷方式

由澳新银行上海分行为澳新银行香港分行提供保函， 再由本公司为澳新银行上海分行提供同期限、一

般保证的担保；0.3亿美元（约等于1.83亿元人民币）以内保外贷形式由上海农商银行总行为澳新银行

香港分行提供保函，再由本公司为上海农商银行总行提供同期限、一般保证的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①上述1.3亿美元（约等于7.95亿元人民币）借款可以为集运香港及时补充营运资金，

保证其平稳发展；②集运香港资信状况以及后续发展情况良好，且属于本公司100%全资子公司，该项

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③该项担保在本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因

此，同意由本公司为集运香港的本次1.3亿美元借款（约等于7.95亿元人民币）向澳新银行上海分行、上

海农商银行总行分别提供1亿美元（约等于6.12亿元人民币）、0.3亿美元（约等于1.83亿元人民币）同

期限、一般保证的担保。

五、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与本公司累计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相

同，具体如下：本次担保前，本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5852亿美元(约等于76.96亿元人民币，不

含本次的7.95亿元人民币)；本次担保后，本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3.8852亿美元(约等于84.91亿

元人民币)，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约为15.9%，净资产的比例为34.2%；逾期担保数量

为零。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七、备查文件

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海集装箱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5日

B049

■ 2015年7月16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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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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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君正 601216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杰 崔静

联系地址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蒙西工业园区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蒙西工业园区

电话 0473-6921035 0473-6921035

传真 0473-6921034 0473-6921034

电子信箱 junzheng@junzhenggroup.com junzheng@junzhe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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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6,240,330,054.56 12,244,027,155.34 3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88,821,873.72 6,486,340,693.86 6.21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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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040,498.95 123,790,320.84 695.73

营业收入 2,322,193,047.65 2,404,767,619.47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3,713,302.72 405,958,534.23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0,961,538.67 406,170,198.85 -3.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9 6.70 减少0.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22 0.1982 -3.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22 0.1982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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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5,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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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江涛 境内自然人 36.56 748,800,000 0 质押 630,100,000

乌海市君正科技产业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 国有

法人

24.50 501,824,000 0 质押 498,880,000

田秀英 境内自然人 12.19 249,600,000 0 质押 129,500,000

卢信群 境内自然人 0.58 11,880,000 0 无

黄辉 境内自然人 0.58 11,776,000 0 质押 1,410,000

翟晓枫 境内自然人 0.53 10,880,0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易方达并购重组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27 5,552,746 0 无

周勇 未知 0.23 4,780,000 0 无

张志 未知 0.23 4,660,622 0 无

包头市时代投资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

未知 0.19 3,950,0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中，乌海市君正科技产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杜江波、郝虹、杜江

涛，其中杜江波系公司第一大股东杜江涛之兄，郝虹系杜江涛之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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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主导产品聚氯乙烯树脂价格一季度降至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尽管二季度价格有所

反弹，但价格依然在低位徘徊；硅铁产品由于产能过剩、市场疲软，价格持续走低。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

外部竞争环境，公司坚持以“总成本领先” 为战略目标，紧紧围绕“降成本、控费用、提效率、强内控” 开展

了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成本控制能力和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公司在循环经济一体化产业链、技术装备和

优质聚集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升，确保了公司整体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22亿元，同比下降3.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4亿元，

同比下降3.02%，盈利水平和盈利规模继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推动技术创新与技术装备升级改造。 不断加大技术投入，围绕安全、环保、优化工艺和节能

降耗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改造活动；强化设备管理，使得生产装置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主要原材料消耗指标

得到有效控制，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

二是全面推行计划管理和全面预算管理，通过将各项目标层层分解，逐级落实，明确责任、强化考核，

保证了生产经营管理各项管理工作有序高效推进；继续深化全面预算管理，细致梳理各项费用，加强费用

控制，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

三是持续推动各项管理提升活动。通过进一步优化供应链管理和物流管理，提升了运营效率，有效降

低了物资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通过强化内控体系和信息化建设，规范了业务流程，有效控制了运营风

险；通过不断强化培训和考核，全员素质得到了有效提升，促进了岗位人员优化，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公司在立足主业的基础上，积极投资战略性新兴行业，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参股的天弘

基金、乌海银行、国都证券为公司带来可观的投资收益。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华泰保险股份收购事宜，

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将进入金融行业中的保险子行业，获取稳定的投资收益，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与抗风险

能力进一步加强。

（一）主营业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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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193,047.65 2,404,767,619.47 -3.43

营业成本 1,578,406,109.67 1,674,338,336.20 -5.73

销售费用 104,201,636.15 117,268,521.97 -11.14

管理费用 152,552,241.33 161,009,441.95 -5.25

财务费用 136,649,626.41 77,899,017.80 7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5,040,498.95 123,790,320.84 695.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9,582,939.93 -445,590,238.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93,983,054.10 314,296,653.85 948.05

研发支出 70,826,887.95 57,045,291.23 24.1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营业收入为2,322,193,047.6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2,574,571.82元，

减少比例为3.43%，主要原因为：本期产品价格同比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营业成本为1,578,406,109.6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5，932，226.53元，

减少比例为5.73%，主要原因为：一是本期原料采购价格同比下降；二是公司通过加强管理、技术创新生产

成本降低。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销售费用为104,201,636.1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3,066,885.82元，减

少比例为11.14%，主要原因为：本期产品销售运价同比降低。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管理费用为152,552,241.33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457,200.62元，减少

比例为5.25%，主要原因为：本期修理费用同比减少。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财务费用为136,649,626.4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8,750,608.61元，增

加比例为75.42%，主要原因为：本期融资额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数比

上年同期增加861,250,178.11元，增加比例为695.73%，主要原因为：本期银行承兑汇票持有至到期变

现、贴现同比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数

-439,582,939.93元，上年同期数-445,590,238.50元，变动原因为：本期以现金支付的在建工程款和设

备款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期末数比

上年同期增加2,979,686,400.25元，增加比例为948.05%，主要原因为：本期融资额同比增加。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期研发支出为70,826,887.9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781,596.72元，增加

比例为24.16%，主要原因为：本期鄂尔多斯君正研发支出同比增加。

2、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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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2014年11月，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君正化工分别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以公开竞价的方式摘

牌取得华泰保险9.1136%、6.1815%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该事项已经公司2014年12月30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5年1月21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产权

转让公告》、《产权交易合同》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股权转让尚需取得中国保监会的审批。截至本

报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君正化工已收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股东的批复》（保监许可[2015]642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内蒙君正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临2015-055

号））。

根据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要求及公司和子公司君正化工与转让方已签订的《产权交易合

同》约定，公司及子公司君正化工在取得保监会本次变更股东的批准后，尚需取得保监会对华泰保险《公

司章程》修改事项的批准。

② 2015年5月，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CP127

号）和《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MTN169号），分别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注

册，具体具体情况如下：

a、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22亿元，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

承销。 2015年6月完成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募集资金7亿元；

b、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20亿元，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 2015年6月完成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发行，募集资金7.5亿元。

(2)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公司生产经营保持了平稳的运行态势，实现营业收入23.2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48.38%。报

告期内，公司管理层严格按照董事会战略部署，通过不断加强生产企业内部管理和生产过程管控、全面推

行以成本控制和费用控制为核心的绩效考核体系、对生产装置进行机械化自动化改造、推行全员素质提

升、实行人员优化等措施，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公司在管理运营、技术进步和循环经济一体化的优势，实

现了经营计划的稳步推进。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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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化学原

料制造业

2,005,462,623.49 1,495,229,080.06 25.44 -7.06 -11.41 增加3.66�个百分点

电力生产业 354,039,738.06 178,793,699.88 49.50 -4.15 5.55 减少4.64�个百分点

铁合金冶炼

业

254,361,798.49 233,084,466.24 8.36 -16.59 -11.30 减少5.47个百分点

水泥制造业 73,345,677.65 89,849,233.05 -22.50 111.91 126.52 减少7.90�个百分点

煤炭采选业 40,516,218.04 26,670,775.04 34.17 -39.80 -49.21 增加12.18�个百分点

其他 72,867,103.46 45,876,807.77 37.04 5.96 4.79 增加0.70�个百分点

公司内各业

务分部相互

抵销

-490,459,015.61 -502,895,357.74

合计 2,310,134,143.58 1,566,608,704.30 32.19 -3.75 -6.01 增加 1.6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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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聚氯乙烯 1,570,739,017.19 1,219,833,901.76 22.34 -5.32 -8.15 增加2.40�个百分点

电 354,039,738.06 178,793,699.88 49.50 -4.15 5.55 减少4.64�个百分点

硅铁 254,361,798.49 233,084,466.24 8.36 -16.59 -11.30 减少5.47�个百分点

片碱 309,701,877.32 172,940,960.45 44.16 2.32 -16.68 增加12.74�个百分点

电石 103,349,096.39 88,643,010.88 14.23 -26.17 -22.18 减少4.40�个百分点

水泥熟料 73,345,677.65 89,849,233.05 -22.50 111.91 126.52 减少7.90�个百分点

煤 40,516,218.04 26,670,775.04 34.17 -39.80 -49.21 增加12.18�个百分点

液碱 21,672,632.59 13,811,206.97 36.27 -61.44 -63.82 增加4.18�个百分点

其他 72,867,103.46 45,876,807.77 37.04 5.96 4.79 增加0.70�个百分点

公司内各业

务分部相互

抵销

-490,459,015.61 -502,895,357.74

合计 2,310,134,143.58 1,566,608,704.30 32.19 -3.75 -6.01 增加 1.6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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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外 60,221,930.74 314.22

华北 1,006,798,327.10 5.24

华东 557,008,351.42 -16.37

华南 591,714,104.70 -8.60

西北 94,391,429.62 -18.31

合计 2,310,134,143.58 -3.75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本期公司产品华北地区销售额占总销售收入43.58%，华东地区占24.11%，华南地区占25.61%，西北

地区占4.09%，境外地区占2.61%。 国内市场依然是公司产品的主要销售市场。

本期公司加大了PVC和片碱国际市场的开拓，产品出口额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较大，增长314.22%。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无重大变化。

（四）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对外投资情况

期末余额（万元） 期初余额（万元） 变动幅度（%）

519,471,646.18 365,092,962.68 42.28

(1)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所持对

象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期初

持股

比例

（%）

期末

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权

益变动（元）

会计

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天 弘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31,200,000.00 36.00 15.60 484,045,250.77 616,998,421.54 697,306,641.26

长 期

股 权

投资

股权

转让、

出资

认购

国 都 证

券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87,500,000.00 0.95 0.95 87,500,000.00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出资

认购

乌 海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0,000,000.00 3.99 3.99 50,000,000.00

可 供

出 售

金 融

资产

出资

认购

合计 168,700,000.00 / / 621,545,250.77 616,998,421.54 697,306,641.26 / /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的说明

2013年10月9日，公司及天弘基金其他股东与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蚂

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蚂蚁金服” ）就天弘基金增资扩股和全面业务合作达成框

架协议， 蚂蚁金服拟以每人民币4.50元认购天弘基金人民币1元注册资本出资额的价格认购天弘基金人

民币26,230万元的注册资本出资额； 内蒙君正拟以每人民币4.50元认购天弘基金人民币1元注册资本出

资额的价格认购天弘基金人民币1,542.9万元的注册资本出资额； 天弘基金管理层拟认购天弘基金人民

币5,657.1万元的注册资本出资额。

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于2014年5月经证监会核准， 并于2015年2月16日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 本次增资扩股事项完成后，天弘基金的注册资本从18,000万元增加至51,43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15.6%的股权，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26,230 51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8,640 16.8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022.9 15.6

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2,880 5.6

新疆天瑞博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3.5

新疆天惠新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28.55 2

新疆天阜恒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28.55 2

新疆天聚宸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0 3.5

合计 51,430 100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截止2015年6月30日，主要控股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本公司持

股比例

（%）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净资产 净利润

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 698,862.25 135,537.31 410,469.43 10,091.08

乌海市君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 21,794.46 7,117.32 8,516.61 522.39

乌海市神华君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5 49,958.61 902.39 3,136.81 -596.31

锡林浩特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92 9,672.15 9,672.15 -9.52

乌海市君正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95 890.85 890.85 -7.23

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100 806,811.20 100,098.21 147,914.78 7,192.25

锡林郭勒盟君正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

100 9,358.27 9,330.27 -2.23

内蒙古呼铁君正储运有限责任公司 80 6,977.97 2,460.89 187.61 147.12

智连国际 100 17,000.28 17,000.28 -0.34

①内蒙古君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2年5月13日，注册资本为300,000万元，经营范围：制造

销售：聚氯乙烯、液碱、片碱、电石（碳化钙）、硅铁、液氯、30%盐酸；硅酸盐水泥及水泥熟料；进出口贸易。

机械加工修理、非标件制作、编织袋制作；商业贸易。

②乌海市君正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6年8月11日，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

售白灰、矿石；石灰石开采、煤矸石、灭火工程煤、土石方剥离、高岭石。

③乌海市神华君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7年7月13日，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经营范围：煤

矿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 公司直接持有该公司40%的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君正矿业持有该公司15%的

股权。

④锡林浩特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24日，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经营范

围：铁砂石销售。

⑤乌海市君正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7日，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经营范围：销售：工

业用水销售、中水利用。

⑥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29日，注册资本为150,000万元，经营范围：

聚氯乙烯、烧碱、电石、盐酸、液氯制造、销售。食品级氢氧化钠、硅铁制造、销售；通用零部件加工、销售；机

械设备修理；进出口贸易。

⑦锡林郭勒盟君正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4日，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经营范

围： PVC树脂、化工产品（不含剧毒物）、白灰销售；投资管理。

⑧内蒙古呼铁君正储运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0年1月22日，注册资本为200万元，经营范围：批发

零售：硅铁、电石、烧碱。物流综合服务：过磅服务、装卸搬运、运输代理服务咨询；销售：钢材、有色金属、建

材、生铁、水泥（水泥熟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冶金产品（不含危险品）、石灰石、铁矿石、锰矿石、

硅石、焦炭；仓储；铁路营运服务：国内劳务派遣。

⑨智连国际：2013年11月，公司出资收购了智连国际100%的股权。 智连国际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

岛，是按照英属维尔京群岛商业公司法规定注册成立的商业公司，主营业务为：投资管理，技术引进。

（2）截止2015年6月30日，主要参股公司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本公司持

股比例

（%）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净资产 净利润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6 421,896.20 259,958.61 275,284.86 61,699.84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0.95

内蒙古坤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5

内蒙古北方蒙西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24.5 224,808.60 26,563.80 12,863.14 -5,203.00

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9

3,094,507.09

192,603.83 267,669.61 22,575.50

内蒙古中鑫能源有限公司 22 1,792.28 1,778.05 -115.06

①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11月8日，注册资本51,430万元，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

销售、资产管理、从事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②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01年12月28日，注册资本262,298万元，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

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

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业务。

③内蒙古坤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6月1日，注册资本36,000万元，经营范围：煤炭批发

经营；铁路运输设备租赁，货物仓储及装卸，建筑材料及钢材销售。

④内蒙古北方蒙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1年10月19日，注册资本58,860万元，经营范围：电

力设备租赁经营；外购蒸汽销售；粉煤灰销售。

⑤乌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9月25日，注册资本50,125万元，经营范围：在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⑥内蒙古中鑫能源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5月20日，注册资本2,000万元，经营范围：化工产品销售。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

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项目收益

情况

白音乌素煤矿技改工程 1,000,000,000.00 46% 5,346,927.03 364,706,786.89 建设期未投入使用

鄂尔多斯君正项目—动

力项目

3,000,000,000.00 60% 437,156,093.03 1,937,754,760.91 建设期未投入使用

鄂尔多斯君正项目—硅

铁项目

800,000,000.00 60% 133,890,397.65 410,965,945.05 建设期未投入使用

合计 4,800,000,000.00 / 576,393,417.71 2,713,427,492.85 /

3.2�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1、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进一步保障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强化公司对股东的回报，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事项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并经公司

2015年7月1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尚待股东大会批准。

2、2015年6月30日，公司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以2014

年末公司总股本204,800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81,

920,000.00元人民币（含税），同时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8股，合计转增163,840万股，

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368,640万股。 本次利润分配事项已于2015年7月15日全部实施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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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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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4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

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辉

日期 2015年7月16日

公司代码：

601216

公司简称：内蒙君正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