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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北 金 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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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 00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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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 徐群喜

电话 0710-2105321 0710-2108234

传真 0710-2105321 0710-2108233

电子信箱 lihong8878@sohu.com hbjhzqb@so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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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495,231.99 365,190,162.19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5,246,520.09 2,415,924.21 4,256.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687,040.87 -2,908,076.24 226.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074,744.64 110,465,078.88 -158.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0 0.011 4,44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0 0.011 4,445.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2% 0.40% 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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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677,988.36 1,491,607,234.23 -1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3,002,017.50 781,199,377.32 -3.61%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632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普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丰汇颐和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38% 34,668,370 0 质押 34,668,370

湖北化纤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29% 11,200,000 0 质押 11,000,000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其他 3.08% 6,524,14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国鑫九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2% 3,428,639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0% 3,380,900 0

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5% 2,430,443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融金30号资金信托合同

其他 0.86% 1,815,710 0

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0.78% 1,660,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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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72% 1,530,521 0

胡常青 境内自然人 0.71% 1,504,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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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大股东中源协和细胞基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30443股。 第十大股东胡常青通过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503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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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仍未彻底消除，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

复杂多变。 同行业间的资产重组、整合加剧，形势发展仍然严峻。 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公

司以提质量、降成本为主线，积极做好生产经营工作。 上半年，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大家团结拼搏，公司经营业绩成绩斐然。 同时，公司在上半年减持了所持有长江证券部分

股票，收入超过投资成本部分计入收益。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6,495,231.99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5,246,520.0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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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投资全资子公司襄阳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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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田汉

2015年8月 日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000615� � � �公告编号：2015—71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有条件通过

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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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8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2015年第

66次会议，对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0615，证券简称：湖北金环）自

2015�年8�月7�日开市起复牌。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6日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000615� �公告编号：2015-67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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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8月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2015年7月27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给各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

到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进行锅炉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

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坚持达标排放，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承担应尽的社会责

任，同时确保公司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讨论，决定投资进行

锅炉脱硝技术改造。

项目计划总投资500万元，主要是根据公司实际运行情况，对所属动力厂三台锅炉逐台

进行脱硝改造，采用SNCR技术脱硝。项目计划完工时间为2015年12月底。资金筹措方式：根

据公司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和包括银行贷款方式在内的各种方式进行融资。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5日

股票简称：湖北金环 股票代码：000615� 公告编号：2015-68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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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8月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7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给各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过认真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真实、客观地反应了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监事会全体成员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连带责任。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0615� � �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2015-70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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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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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 (同向上升

（1）2015年1-9月份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584.43%�-�616.34%

盈利：1,56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 0.51-0.53元 盈利：0.07元

（2）2015年7-9月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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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91%�-47.17%

盈利：1,325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约0.009-0.033元 盈利：0.06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1-9月份，出售1000万股长江证券，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2、1-9月份，公司内外贸市场向好，主要产品成本下降，质量提升，盈利能力提高。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5日

证券代码：00061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2015-69

巨 力 索 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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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索具 股票代码 002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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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雪飞 张云

电话 0312-8608520 0312-8608520

传真 0312-8608086 0312-8608086

电子信箱 baixf@julisling.com zhangyun@julisling.com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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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347,337.83 736,335,952.30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65,074.94 35,971,380.55 -1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5,669,370.23 34,789,891.72 -26.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562,394.60 337,609,797.35 -80.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 0.037 -16.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 0.037 -16.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1.51%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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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1,969,986.50 4,041,240,577.04 -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06,386,071.18 2,381,857,246.0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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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41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巨力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3% 192,300,000 0 质押 192,300,000

杨建忠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47,230,000 质押 19,530,000

杨建国 境内自然人 5.21% 50,000,000 47,830,000 质押 19,530,000

杨会德 境内自然人 2.67% 25,650,000 25,650,000

河北乐凯化工

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56% 15,000,000 0

张虹 境内自然人 0.38% 3,600,000 2,700,000

平安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泽

沃1期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0.31% 3,000,000 0

康志刚 境内自然人 0.28% 2,700,000 0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7% 2,600,400 0

贾宏先 境内自然人 0.25% 2,400,000 2,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巨力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杨建忠、杨建国、杨会德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巨力

集团存在控制关系；股东杨建忠、杨建国、杨会德系兄弟姐妹关系；杨建国与张虹系夫妻关

系；贾宏先任巨力集团董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唐志刚因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2,700,000股，股东李明因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2,009,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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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概述

报告期内，世界经济：延续缓慢复苏态势，但各经济体复苏进度分化明显；新兴经济体受外部环境不

利及自身经济结构调整双重影响，经济增速在结构调整中走低，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依然趋紧。 国内经济：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经济下行压力趋紧，企业进入转型升级和全面深化企业改革的攻坚时期，国

内经济总体仍保持平稳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机遇与挑战并存。 2015年是“十二五”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布局之年，更是改革

进一步落实之年。在机遇方面：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势下，区

域内必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快，相关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桥梁、场馆、高铁、机场等，公司产品

如：高钒索、缆索、钢拉杆、架桥机、提梁机、铁路救援及相关配套产品必将得到广泛应用，公司亦将受益改

革释放的政策红利； 另一方面，2015年4月份， 工信部印发了《军民融合深度发展2015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方案指出，今年工信部除了编制军民融合“十三五” 规划外，还将发布150项军转民项目和100项“民

参军” 技术产品信息。 军工行业处于巨大变革阶段，强军和改革需求带来了行业的发展空间，公司军品市

场直属军队市场和军工企业市场必将带动公司军品的广泛应用。 在挑战方面：公司经营治理水平需要进

一步提升，新产品研发较预期相对滞后。 为此，公司在坚定主营业务不动摇的前提下，持续并深入开展精

益改善、成本管理、环境管理和质量管理，变革人资体系、强化职业培训、变革营销模式、强化精益管理、变

革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以及积极推动进口产品国产化替代。

公司作为细分市场的索具行业龙头，行业绝对领导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公司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引

领企业发展。 截至报告期内末，公司已取得141项专利，其中取得13项发明专利、117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

外观设计专利；主、参编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共计44项，其中已主、参编完成了25项；组建《吊索具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该创新战略联盟是由公司牵头，联合大学、学会、科研院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结合

吊索具装备制造产业需求，以突破吊索具产业的关键、共性、前沿、应用技术和配套装备综合能力的提高

为目标,开展联合研发、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等，建立吊索具装备制造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034.73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17%；实现利润总额3,409.63万

元，同比下降16.80%，实现净利润3,016.51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16.14%。

2、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72,034.73 73,633.60 -2.17%

营业成本 55,042.25 55,768.64 -1.30%

营业利润 2,784.62 3,866.61 -27.98%

期间费用 13,299.79 13,627.68 -2.41%

研发投入 2,570.33 2,873.97 -1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56.24 33,760.98 -80.58%

变动原因说明：

①、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2,034.73万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1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

司产品价格略有下降，同时产品销售收入未达到预期；

②、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2,784.62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7.98%；利润总额3,409.63万元，比

去年同期下降16.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16.51万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6.14%。

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有：

①、受传统工业行业市场持续低迷、市场竞争加剧影响，导致公司收入下降，同时毛利率下降，导致利

润下降。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598.87万元，下降2.17%，毛利率总体下降0.67%，毛利

总体减少872.48万元，其中：合成纤维吊装带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1,901.87万元，毛利率下降2.29%，毛利

减少817.56万元；梁式吊具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811.55万元，毛利率下降2.85%，毛利减少1,013.76万

元；其他业务收入中销售原材料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2,363.53万元，毛利率下降9.82%，毛利减少509.13

万元。

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6,556.24万元，同比下降80.58%，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货款回笼减少所致。

（2）、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20,347,337.83 736,335,952.30 -2.17%

营业成本 550,422,530.65 557,686,392.46 -1.30%

销售费用 63,674,153.10 71,201,876.66 -10.57%

管理费用 35,124,334.22 33,235,128.42 5.68%

财务费用 34,199,414.66 31,839,798.88 7.41%

所得税费用 3,931,246.07 5,012,137.07 -21.57%

研发投入 25,703,271.70 28,739,706.31 -10.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5,562,394.60 337,609,797.35 -80.58%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货款回笼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606,545.87 59,843,383.34 -87.29%

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年同期收到土地储备中心退回土

地预付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1,447,231.56 -173,975,899.37 35.94%

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分配股利较上年同期减少，同

时偿还银行借款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38,581,828.91 223,080,188.11 -117.30%

本期销售业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采购业

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应收票据 35,717,448.38 65,617,824.22 -45.57%

主要因公司报告期内销售产品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到

期托收及背书支付所致。

划分为持有待售资

产

8,268,992.81 -100.00% 主要原因为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已转让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97,631.27 4,990,256.47 -76.00%

主要因公司本期末预缴所得税减少，同时待抵扣进

项税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27,150,000.00 6,100,000.00 345.08% 主要是本期采购业务使用票据结算量增加。

应付利息 118,075.44 253,512.68 -53.42% 主要因期末应付利息到期支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92,227,200.00 132,238,000.00 120.99%

主要是报告期内交通银行3,000.00万元、6,000.00

万元分别于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2日到期偿

还。 进出口银行借款25,000万元将于2016年6月23

日到期，从长期借款重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长期借款 33,000,000.00 295,238,000.00 -88.82%

主要是报告期内进出口银行借款25,000万元将于

2016年6月23日到期，从长期借款重分类到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02,698.83 2,984,208.46 114.55%

主要是公司本期实现的增值税较上期增加,营业税

金及附加随之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009,494.60 1,523,350.12 163.20%

主要是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增加,计提坏账准备随之

增加。

营业外收入 6,906,621.01 3,269,789.06 111.23%

主要是报告期内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已转让产生收

益所致。

3、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进一步强化企业内部控制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内部管理升级，推进制度管控、流程管控、

标准管控、规范管控等。 标准化：公司进一步完善、修订各部门《工作管理手册》，使各部门工作“规范运

作” ；目视化管理：通过现场管理方式建立起良好的生产环境和生产秩序，利用形象直观的各种视觉感知

揭示管理状况和工作方法，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培养员工自动自发的工作能力，增进团队的凝聚力、战

斗力，使之达到管理的效率化。

（2）、产品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受制传统工业行业持续低迷影响，积极调整产品

结构，市场营销转向侧重于军工、核电、高铁、基础设施建设、海洋工程、风电等相关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

积极参与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承接港珠澳大桥4000吨钢箱梁吊具，创我公司梁式吊具之最；积极开发

海上风电专用吊具，填补国家空白，实现国产化替代；签订350t缆索吊系统机构项目，填补公司业绩空白；

签订西藏背崩雅鲁藏布大桥缆索项目，该项目是公司目前在西藏的第一座悬索桥业绩，为进军西藏市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标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拉索项目，该项目采用7×583规格拉索，目前居国内之最；积

极参与军品招标，为公司在军品市场进一步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3）、提升财务水平，加强财务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强化财务管理工作，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

降低资金使用成本；采取多种手段减少汇率变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同时，公司全面实施预算管理，严格

执行资金预算、控制各项费用支出，做好事前、事中、事后过程控制，确保利润最大化。

（4）、加大技改投入力度，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做到小投入，大产出。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的、一贯的加

大技改投资力度，依靠自主研发，技术进步，科技创新，着眼高档次，不断研发新产品，提升产品科技含量。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风力发电机平吊与翻转吊具》、《塔筒翻转与平吊吊具》、《电动防风防摇集装箱吊

具》、《新型铝坯夹具》、《电动旋转铁路集装箱吊具》等研发项目立项15项。

4、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分行业

纺织业 120,938,585.86 89,368,045.27 26.10% -13.59% -10.82% -2.30%

金属制品业 290,306,154.96 213,080,583.23 26.60% -2.89% -7.26% 3.46%

通用设备制造业 216,919,524.45 164,170,970.29 24.32% -3.02% -1.62% -1.07%

分产品

合成纤维吊装带索具 120,938,585.86 89,368,045.27 26.10% -13.59% -10.82% -2.30%

钢丝绳及钢丝绳索具 222,900,960.85 167,539,689.95 24.84% -1.27% -6.97% 4.61%

工程及金属索具 267,642,731.60 196,608,473.58 26.54% -1.46% -0.65% -0.60%

链条及链条索具 16,681,986.96 13,103,389.99 21.45% -33.93% -29.72% -4.71%

分地区

出口 121,586,203.11 105,075,772.63 13.58% -11.60% -13.06% 1.45%

内销 506,578,062.16 361,543,826.16 28.63% -3.52% -3.84% 0.24%

5、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无重要变化，具体情况请参照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董事会报

告”中的“核心竞争力分析” 。

6、对2015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9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0.00% 至 0.00%

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246.75 至 4,638.21

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638.2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国内宏观政策及产业结构调整，整体工业运行形势

下降，致使公司下游传统制造行业不景气，导致公司业

绩预计下降，预计业绩下降幅度小于30%。

7、公司报告期利润分配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特别是现金分红方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同意以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96,000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以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含税），共计5,760,000.00元。 公司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

上述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亦经公司2015年4月15日召开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于2015年5月20日， 公司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次权益分

派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5月26日，除权除息日为：2015年5月27日，且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15年5月27日

派发并实施完毕。

现金分红政策的专项说明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是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是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是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是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其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 是

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透明： 不适用

8、本报告期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9、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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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徐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于2015年5月11日本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保定巨力供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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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建忠

201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342� � � � � � � �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5-04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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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6日收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股东代

表监事杨会德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近期工作变动原因，杨会德女士不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继续有效地履行公司监事职责，现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股东代表监事职务。

杨会德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股东代表监事职务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

会之日起生效；辞职生效后，杨会德女士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杨会德女士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司监事会

在未选举出新的股东代表监事之前，杨会德女士仍将继续履行监事会主席和股东代表监事职责。 公司将

根据有关规定尽快补选新的监事。

公司监事会对杨会德女士在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342� � � � � � � �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2015-046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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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8月6日召开，会议拟

定于2015年8月25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股东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8月24日至2015年8月2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

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上午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8月24日下午15:00至2015年8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8月19日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公司105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注：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5年4月1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5年8月7日召开的第四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公司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另，根据《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需经股东大会做出普通决议，即：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5年8月20日-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受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

证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书面信函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公

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42

2、投票简称：巨力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8月25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巨力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以100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即“总

议案” ），以1.00元代表议案1《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2.00元代表议案2《巨

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每一项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

“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应对议案一至议案二 100

议案一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

议案二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2.00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

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

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8月24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8月25日下午

15:00。

2、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取得服务密码

1）申请服务密码

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

号”等资料，设置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 4位数字的“激活验证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13:

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

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

与激活方法类似。

（2）取得申请数字证书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0755-25918485、25918486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ca@szse.cn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0755－82083225、82083226、82083227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帐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12-8608520� � � � � �传真号码：0312-8608086

联 系 人：张云 通讯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巨力路

邮政编码：072550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并代理行使表决权。本人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了解了公司有关审议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

如下：

委托人：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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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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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名称：保定巨力供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热公司” ）

●增资金额： 拟以自有资金和以经河北中冀不动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的1宗位于徐水县南环路

南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资产作价出资，增资金额共2,000.00万元人民币。

一、增资概述

2015年4月17日，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以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1,000

万元人民币在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保定巨力供热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扩大其业务规模，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1,858.73万元人民币和公司1宗位于徐水县南环路南

侧国有土地使用权资产作价141.27万元出资，对全资子公司供热公司增资，增资金额共计2,000.00万元

人民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司聘请了具有执行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河北中冀不动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2015年7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评估标

的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评估，该宗地评估面积3,018.56平方米，使用年限37.7年，评估总价141.27万元，并

出具了（河北）中冀（2015）（估）字第26号《土地估价报告》。

本次增资完成后， 供热公司注册资本将由原来的1,000.00万元人民币增至3,000.00万元人民币，公

司对其持股比例仍为10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增资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

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供热公司的增资须经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同

时，公司提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或管理层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与之相关的手续。

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的情形。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保定巨力供热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05月11日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张虹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县新兴路南巨力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热力生产和供应：热力工程设计施工及设备维护；灰渣销售；五金产品、电子器件、电子元

件、仪器仪表、通用设备销售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5年6月30日，供热公司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000.97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50万元，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0.0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0.53万元，以上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进行增资有利于改善子公司的资产结构，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并

且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

增资完成后，受供暖政策及天然气价格影响等因素存在盈利的不确定性。另，公司进行本次增资事项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河北中冀不动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河北）中冀（2015）（估）字第26号《土地估价报告》。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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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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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7日以电子

邮件和书面通知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6日（星期四）上午9:00在公司105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就《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书面审核

意见，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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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详见2015年8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内容详见2015年8月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内容详见2015年8月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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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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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27日以电子

邮件和书面通知的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6日（星期四）上午11:00在公司105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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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意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因近期工作变动原因， 杨会德女士不能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继续有效地履行公司监事职权，现

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及股东代表监事职务。

鉴于杨会德女士辞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即3人；

根据《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拟补选一名股东代表监事。 经事前征得被提名

人同意， 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提名韩学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

期同第四届监事会，自相关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须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备案审核，经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本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承诺：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

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7日

附件：

韩学锐先生简历

韩学锐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生于1971年9月，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机械工程师，维修

电工中级技师，国家二级建造师，索具建筑行业安全项目负责人，曾任巨力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总经

理、供应部部长、钢丝绳索具制造厂总经理、生产系统总裁助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钢丝绳索具制造

厂厂长、合成纤维吊装带制造厂厂长；现任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业务保障中心部门负责人。

韩学锐先生曾成功参与安防索、海洋石油超大型钢丝绳圈、浇筑平台、捆绑加固器、环形插编吊索、插

编缆绳研制等十项专利技术的研发，参与《钢丝绳吊索、插编索扣》、《一般用途钢丝绳吊索特性和技术条

件》国家标准的编制，《重型钢丝绳无接头绳圈》项目研发，该项目被评为河北省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成

果水平达到国际先进。

韩学锐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巨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建忠、杨建国、杨会德、杨子之间未存

在关联关系，亦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存在关联关系；韩学锐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不存在《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亦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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