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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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基机械 股票代码 00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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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 呼国功

电话 0535-8881898 0535-8842175

传真 0535-8881899 0535-8881899

电子信箱 liujian@longjigroup.cn office-zb@longji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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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5,474,841.39 611,311,755.91 17.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259,682.94 30,799,138.44 2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804,560.14 30,243,605.55 -4.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076,790.98 44,715,380.61 208.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10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 2.38%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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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344,439.60 2,308,298,243.70 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30,049,490.81 1,307,729,807.87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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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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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基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18%

135,000,

000

中国工商银

行－浦银安盛

价值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 7,007,132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

银安盛增长动

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2% 5,723,759

中国工商银

行－中银持续

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0% 4,766,568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7% 3,184,740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银新动力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2% 3,042,707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逆

向投资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2,999,901

中国银行－景

顺长城鼎益股

票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7% 2,290,029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银华中国

梦30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9% 2,057,377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

银新经济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9% 1,755,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隆基集团持有公司45.18%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张乔敏先生、张海燕女士、张超先

生分别持有隆基集团51%、38.11%、10.89%的股权；张乔敏先生与张海燕女士、张超先生

分别为父女、父子关系，其合计持有隆基集团100%的股权，间接持有公司45.18%的股

权，张乔敏先生、张海燕女士、张超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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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持续下行。 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4%，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 投

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增速均出现下降。 上半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09.50万

辆和1185.03万辆，同比增2.6%和1.4%，增幅比上年同期均回落约7%。 其中乘

用车产销1032.78万辆和1009.56万辆， 同比增6.4%和4.8%， 比上年同期回落

4.7%和6.3%；商用车产销176.72万辆和175.47万辆，同比降14.9%和14.4%，降

幅比上年同期明显加大。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公司管理层及全体员工根据年初

制定的战略发展规划，积极开拓市场，较好的完成了任务，主营业务继续取得

了较好的增长。

2015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715,

474,841.39元，同比增长17.0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7,259,

682.94元，同比增长2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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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海燕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363

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2015-058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于 2015年8月13日上午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8

月6日以电话和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采取现

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全体监事、高管列席

了会议，会议由张海燕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经董事会认真

审核，认为《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

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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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刊登于2015年8

月1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2015年8

月14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

司对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做出专项报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于2015

年8月14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关于山东隆基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和信专字(2015)第000205

号）， 于 2015�年8�月14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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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隆基机械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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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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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2015年8月13日上午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8月6

日以电话和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山

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赵言东先生主持，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对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

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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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刊登于 2015�

年 8�月 1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于 2015

年 8�月 14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同意该项议案。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于2015

年8月14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出具了《关于山东隆基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和信专字(2015)第000205

号）， 于 2015�年8�月14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隆基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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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世股份 股票代码 000609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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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 刘国长

电话 010-6527-5609 010-6527-5609

传真 010-6527-9466 010-6527-9466

电子信箱 zg@mainstreets.cn lgc@mainstreet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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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0,288.93 17,030,671.86 6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3,931,314.34 -7,064,232.78 4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4,549,

370.89

-8,657,252.18 -6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10,445,866.30 76,998,266.95 -86.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32 -0.0237 44.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32 -0.0237 44.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1% -0.61%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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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818,

834.04

1,875,635,

699.14

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1,276,992,

134.63

1,280,923,

448.97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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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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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北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3

4%

30,830,

643

0

北京兴润宏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7.80

%

23,251,

451

0

郑宽 境内自然人

7.03

%

20,948,

729

15,

898,

729

北京燕化联营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4.79

%

14,269,

503

0

北京燕山石油化工公司大修厂 国有法人

1.66

%

4,933,

500

4,933,

500

北京燕山爆破工程公司 国有法人

0.75

%

2,242,

500

2,242,

500

陈善清 境内自然人

0.69

%

2,050,

000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富竞争力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7

%

2,000,

000

0

王春艳 境内自然人

0.55

%

1,626,

110

0

陈添财 境内自然人

0.51

%

1,507,

8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述公司前 10�名股东中：

1、郑宽先生为北京中北能能源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该

公司 51%的股权；

2、前 10�名股东中的 4、5、6名股

东同时直接或间接受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公司的控制；

3、其他股东间的关联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中：自然人股东王春艳通过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 1,626,110�股，同时

未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实际合

计持有公司股票1,626,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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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度内，公司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稳步推进下属房地产业务

的进行，同时，积极推进下属直接股权投资业务的进展，并成功完成了对青岛

康平铁路玻璃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青岛康平” ）的股权收购，促进公司

整体业务实力得到不断的提升和增强。

（一）房地产开发业务的稳步推进

房地产综合开发业务是公司经营了十余年的传统业务， 长期为公司提供

良好的利润及较为充沛的现金流。未来一个阶段内，房地产开发业务仍然将是

公司现有业务体系的重要支撑之一，能够持续为公司创造良好、稳定的利润和

现金流，并带动公司资产规模实现持续增长。

2015年上半年，公司房地产业务的重点，仍是继续推动子公司成都迈尔斯

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成都市郫县进行的“绵世?溪地湾” 项目。报告期内，

该项目各项工作进展较为顺利，住宅部分、商业配套部分的开发、建设工作均

按计划进行，2015年1-6月，项目完成房屋销售347套，实现销售约1.6亿元。

（二）积极推动直接股权投资业务的进展

公司于2013年开始启动直接股权投资方面的业务，经过两年的探索，积累

了有益的经验，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专业投资团队，紧密围绕“互联网+” 的理

念储备了一批投资项目。

在未来的规划中，公司将直接股权投资业务定位于中期经营业务，以谋求

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回报为主要目标。目前已经完成的部分投资项目，涉及互联

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金融、基于移动互联的积分兑换服务业务和大数

据等多个细分行业。 未来，公司将稳步推进直接股权投资方向的各项业务，力

争为公司创造较高水平的投资收益，成为公司现有业务体系的另一主要支撑。

（三）成功收购青岛康平部分股权

公司于2014年末启动了收购青岛康平6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本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终止了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改以现

金收购部分股权的方式，出资9,800万元收购了青岛康平原股东持有的该公司

49%的股权 （具体情况可参阅公司于2015年5月20日在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的相关公告）；同时，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北京南车华盛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青岛吾尔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收购了青岛康平合计40%的股

权。

青岛康平是我国轨道交通材料领域里最早实现了“引进、消化、吸收、自

主” 的著名企业之一，在国内同行业中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也是符合并践行

国务院《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制造业第一集团的成员。 公司相信，未来的青

岛康平，依托技术升级与市场开发，依托各合作股东特别是中车集团的支持，

一定会有更大、更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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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其他股东共同出资，新设成立北京英文二十一世

纪在线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二十一世纪教育公司” ），本公司

直接持有二十一世纪教育公司76%股权，间接持有10%股权，按规定将其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2） 报告期内， 北京长生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生

谷” ）注册资本由500万元增加至3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2500万元由其他股

东认缴，本公司所持长生谷股权比例由100%稀释至16.67%，本公司对长生谷

不再具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 按规定将其转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核算列

报。 2015年6月，长生谷新股东对其增资3000万元，本公司所持股权比例被稀

释至8.33%。 本公司自2015年6月起，不再将长生谷纳入合并范围。

（3）北京长远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远佳” ）为长生谷本报

告期新成立之全资子公司，本公司自长远佳设立日（2015年3月）起将其纳入

合并报表范围。 自不再将长生谷纳入合并范围起， 不再将长远佳纳入合并范

围，本公司对长远佳的合并期间为2015年3月至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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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绵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宽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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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威股份 股票代码 002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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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惠娟 朱健伟

电话 0757-28385938 0757-28385938

传真 0757-28385305 0757-28385305

电子信箱 sw002676@vip.163.com sw002676@vip.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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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882,801.33 869,268,807.82 -1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939,026.59 33,082,966.69 -3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1,944,965.54 31,293,056.89 -2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727,219.08 -61,474,783.43 -19.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1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1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3.17%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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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5,672,564.81 1,752,655,813.16 0.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74,352,842.60 1,066,817,160.98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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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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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顺德区祥

得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56%

74,

499,

354

质押

32,

027,

590

顺威国际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00%

39,

996,

000

新余顺耀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72%

2,752,

324

1,376,162

钱星元

境内自然

人

1.28%

2,050,

065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智慧

金122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06%

1,701,

306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智慧

金93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64%

1,024,

142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智慧

金70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53%

854,

618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新增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3%

850,

262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智慧

金128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51%

815,

410

林嘉梅

境内自然

人

0.45%

726,

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佛山市顺德区祥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顺威国际

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均为麦仁钊、黎东成、杨国添、

何曙华四位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公司未知

其他前十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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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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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度，国内经济仍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过渡期，宏观经济增速有所放

缓，经济增长处于"新常态” ，制造型企业经营环境总体严峻。 在劳动力成本持

续上升，中国家电行业景气度下降的情况下，公司的业务也受到影响，销售额

同比去年有所下滑。 同时，随着近几年公司资产规模持续增长，折旧、摊销等

固定费用明显增加、用工成本以及管理成本的日益增长，公司成本压力不断上

升，直接影响了公司的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的总体经营情况如下：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本年比上年增减(%)

营业收入（元） 747,882,801.33 869,268,807.82 -1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939,026.59 33,082,966.69 -3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944,965.54 31,293,056.89 -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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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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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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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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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2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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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2日以邮件及书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3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 应到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参与表决的董事6人。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麦仁钊董事长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披露。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对本报告发表了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3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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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2日以邮件及书面送达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 会议于

2015年8月13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参与表决的

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童贵云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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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映了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报告摘要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审核，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批准并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情

况。监事会认为，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不存在重大风险，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良好。公司不存在超越权限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募集资金的使用均

合法、合规。

报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13日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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