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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991

公司简称：大唐发电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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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唐发电 601991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大唐发电 00991

H股 伦敦股票交易所 DAT 99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刚 魏玉萍

电话 （010）88008678 （010）88008657

传真 （010）88008684 （010）88008684

电子信箱 ZHOUGANG@DTPOWER.COM WEIYUPING@DTPOW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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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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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040,077 302,431,367 0.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4,349,606 43,803,449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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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27,936 14,090,344 1.69

营业收入 31,608,564 34,842,547 -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044,306 1,974,933 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872,081 1,901,222 -1.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56 4.40 增加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36 0.1484 3.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36 0.148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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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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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1.10 4,138,977,414 未知 49,000,000

HKSCC�����NOMINEES�

LIMITED

境外法人 24.75 3,294,110,919 无

天津市津能投资公司 国有法人 9.74 1,296,012,600 无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9.49 1,262,572,927 无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9.47 1,260,988,672 无

中融汇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其他 1.20 160,000,000 无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43 57,701,264 无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22 29,282,746 无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国有法人 0.19 25,000,000 无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0.17 22,886,587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大唐集团之之全资子公司中国大唐海外(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H股

480,680,000股，包含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股份中，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3.61%；截至2015年6月30日，大唐集团及子公司合计持有

本公司已发行股份4,619,657,414股，合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34.71%；

大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于2015年7月9日增持本公司A股8,738,600

股；截至2015年7月31日，大唐集团及子公司合计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4,

628,396,014股，合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34.77%。

2015年7月间，公司股东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持本公司

股份16,800,000股。 截至2015年7月31日，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1,279,372,927股，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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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最大的独立发电公司之一，主要经营以火力发电为

主的发电业务。 2015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价值思维和效益导向理念，以打造发电产业升

级版为主线，加快推进结构调整，积极消纳积累问题，着力强化依法治企，全面激发创业活

力，克服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保持了安全生产持续稳定、经营形势总体向好、重点项目不断

突破的良好态势。

于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总额约为人民币41.04亿元，同比增加0.5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约为人民币20.44亿元，同比增加3.51%；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合并资产总额约为人

民币3,040.40亿元，同比增加0.53%；资产负债率完成79.10%，同比减少0.03个百分点；公司

及子公司已累计完成发电量870.030亿千瓦时，累计完成上网电量823.574亿千瓦时；公司新

增装机容量177兆瓦，共有8个电源项目合计4,177MW获得正式核准；发电板块累计实现利

润人民币60.28亿元，同比增加约9.33%。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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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较上年减少1家：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鼎泰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经股东大会决议，于2015年3月3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采用公开竞价方式，对外处置重

庆市骆子塘水电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处置价款人民币48.40万元，处置收益人民币45.20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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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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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08-14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层夏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076,363,26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969,989,7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06,373,5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19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8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31

(四)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大唐发电”或“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 ）由公司副董事

长吴静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9人，陈进行董事、周刚董事、刘海峡董事、姜国华董事、董贺

义董事、赵洁董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张晓旭监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周刚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2015�年 6�月 29�日，本公司、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及工商银行

宣武支行签署了《委托贷款框架协议》。 本公司于协议有效期内，委托工商银行宣武支行为

放款代理向大唐内蒙古多伦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总额为40�亿元的委托贷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0,871,820 79.55516 137,900 0.00286 2,600 0.00005

H股 326,290,863 6.77603 658,062,671 13.66589 0 0

普通股合

计：

4,157,162,683 86.33119 658,200,571 13.66876 2,600 0.00005

（2）2015�年 6�月 29�日，本公司、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与建设银

行铁道支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 本公司于合同有效期内，同意委托建设银行铁道支行

为放款代理向内蒙古大唐国际锡林浩特矿业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为20�亿元的委托贷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0,871,820 79.55516 137,900 0.00286 2,600 0.00005

H股 326,290,863 6.77603 658,062,671 13.66589 0 0

普通股合

计：

4,157,162,683 86.33119 658,200,571 13.66876 2,600 0.00005

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罗仲伟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9,960,634 87.81007 25,200 0.00028 3,900 0.00004

H股 1,106,235,534 12.18809 138,000 0.00152 0 0

普通股合计： 9,076,196,168 99.99816 163,200 0.00180 3,900 0.00004

（2）刘熀松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9,963,634 87.81010 22,200 0.00024 3,900 0.00004

H股 1,106,235,534 12.18809 138,000 0.00152 0 0

普通股合计： 9,076,199,168 99.99819 160,200 0.00177 3,900 0.00004

（3）姜付秀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之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9,960,634 87.81007 25,200 0.00028 3,900 0.00004

H股 1,105,026,575 12.17477 1,346,959 0.01484 0 0

普通股合计： 9,074,987,209 99.98484 1,372,159 0.01512 3,900 0.00004

（4）董贺义先生卸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9,960,634 87.81007 25,200 0.00028 3,900 0.00004

H股 1,106,373,534 12.18961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076,334,168 99.99968 25,200 0.00028 3,900 0.00004

（5）叶延生先生卸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9,960,634 87.81007 25,200 0.00028 3,900 0.00004

H股 1,106,373,534 12.18961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076,334,168 99.99968 25,200 0.00028 3,900 0.00004

（6）赵洁女士卸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69,960,634 87.81007 25,200 0.00028 3,900 0.00004

H股 1,106,373,534 12.18961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9,076,334,168 99.99968 25,200 0.00028 3,900 0.0000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项《关于为部分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构成本公司关联

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参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份数合

计4,260,977,414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的46.95%，须于并已于临时股东大会上

就普通决议案第1项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陶姗律师、李琳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和大唐发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

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和大唐发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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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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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大唐国际” 或“公司” ）第八届二十五次董事会于2015

年8月14日（星期五）上午10时30分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9号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二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8月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15名，实到董事

11名。 陈进行董事、周刚董事、刘海峡董事、姜国华董事由于公务原因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

议，已分别授权胡绳木董事、吴静董事、关天罡董事、冯根福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本公司3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副董事长吴静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

事或其授权委托人举手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发布2015年中期业绩的说明》

1、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

同意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内容 （“2015年中期业

绩” ）。

2、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确认“2015年上半年主要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董事及独立董事认为2015年上半年发

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的交易，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

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则，关联董事陈进行、胡绳木、梁永磐

已就本决议事项放弃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部分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

1、同意公司下述子公司根据过往董事会决议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用于置换存量担保贷

款、置换内部委托贷款及偿还2015-2016年到期贷款。

币种：人民币

序

号

公司

金额

（亿元）

期限 租赁公司

1 浙江大唐国际江山新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 12年 茅台建银（上海）租赁有限公司

2 云南大唐国际红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8 6年 茅台建银（上海）租赁有限公司

3 云南大唐国际文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 8年 茅台建银（上海）租赁有限公司

4 云南大唐国际勐野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0.8 8年 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5 云南大唐国际那兰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0.8 3年 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6 宁夏大唐国际青铜峡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2 10年 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合计 15.6

2、同意公司为上述融资租赁提供全额担保，担保本金金额分别不超过各项融资租赁本

金额；

3、同意上述六家子公司、茅台建银（上海）租赁有限公司和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北京铁道专业支行（“建行铁道支行” ）签署一系列合同，将租赁合同项下的主

合同债权转让给建行铁道支行，本公司实际向建行铁道支行承担保证责任；

4、鉴于上述六家子公司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同意将为本次融资租赁提供担保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待上述相关合同签署后，公司将按规定另行发布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与上海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订租赁、保理业务合作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2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3票

1、同意公司与上海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上海大唐租赁公司” ）签署《租赁、保理

业务合作协议》，协议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36个月；

2、 同意于协议有效期内上海大唐租赁公司向公司及所属单位提供 （自合同生效之日

起）每12个月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0亿元的金融租赁及保理业务支持；

3、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上海大唐租赁公司为大唐国际的关联人士，故公司与上海大

唐租赁公司签订《租赁、保理业务合作协议》，构成公司关联交易，根据上海交易所上市规

则，关联董事陈进行、胡绳木、梁永磐已就本决议事项放弃表决；

4、董事 (包括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乃属公司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

进行的交易；相关交易公平、合理及符合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5、同意将该项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待上述《合作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另行发布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回避表决0票

1、同意罗仲伟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董贺义

先生不再担任该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

2、同意姜付秀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审核委员会委员，叶

延生先生不再担任以上两个委员会委员；

3、同意刘熀松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赵

洁女士不再担任以上两个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和战略发展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委员。

鉴于上述第二、三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适时发布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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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足珍珠 股票代码 00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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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军（代） 张玉兰

电话 0575-87160891 0575-87160891

传真 0575-87160891 0575-87160891

电子信箱 qzzz002173@163.com qzzz002173@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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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33,428.80 109,794,151.54 -3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911,609.71 7,856,921.75 -31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065,618.33 -44,760.86 -38,026.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091,926.65 -5,016,484.82 420.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4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1.55%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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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3,043,800.37 1,040,817,128.98 -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61,626,726.41 478,621,731.53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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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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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夏英 境内自然人 40.23% 82,476,997 82,476,997 质押 72,850,000

陈海军 境内自然人 11.27% 23,100,300 19,775,000 质押 3,300,000

阮光寅 境内自然人 1.56% 3,191,387 2,393,540

孙伯仁 境内自然人 1.40% 2,879,296 1,439,648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

司－长安信

托·长安投资

300号分层式

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 2,796,000 0

楼来锋 境内自然人 1.26% 2,581,250 1,290,625

沈建法 境内自然人 1.16% 2,373,400 0

华夏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8% 1,593,704 0

张雪清 境内自然人 0.72% 1,466,200 0

韩景华 境内自然人 0.49% 1,000,0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陈夏英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海军为实际控制人陈夏英的弟弟，孙伯

仁为实际控制人陈夏英的妹夫，他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沈建法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2,373,400股；张雪清通过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1,466,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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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2015年上半年，内外部环境仍错综复杂，国际方面，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不确定性有增

无减；国内方面，国内经济进入增速放缓后的可持续增长轨道，但消费需求未能呈现趋势性

增长。 从珍珠行业来看，相对于网上零售的快速增长，作为以传统消费渠道为主的珍珠行业

企业，公司在零售市场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根据海关信息网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

“其他已加工养殖珍珠”（产品编码：71012290，我国淡水珍珠产品的主要类别）出口数量

为80824千克，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8.97%，出口金额为4995.60万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28.26%，珍珠行业形势依然严峻。

在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 公司内外销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

滑，公司2015年上半年内销收入为2606.0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滑了18.35%，外销收入

为4798.7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滑了34.57%。 在国际国内珍珠销售市场低迷情况下，公

司加大对应收账款等的管理，加强对成本费用的控制，从而努力改善公司经营业绩。 报告期

内，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7406.70万元，与年初相比下降了16.33%；销售费用为722.22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1.05%；管理费用为1493.0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6.45%；财

务费用为1466.98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0.52%；营业成本为5043.09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下降了22.97%。

（二）主营业务分析

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珍珠、珍珠饰品、保健品的销售收入依然占

据公司营业总收入比重的96.75%。2015年上半年，受到行业整体经营形势不利的影响，公司

销售收入及营业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滑。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

为7653.3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滑了30.29%，营业成本为5043.0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22.97%，营业利润为-1670.7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70.73%，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691.1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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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33,428.80 109,794,151.54 -30.29%

主要系受国内外经济

形势的不利影响，珍珠

产品需求下滑，使得公

司的营业收入出现下

降。

营业成本 50,430,917.28 65,465,524.90 -22.97%

销售费用 7,222,168.74 9,147,599.97 -21.05%

管理费用 14,930,643.66 15,959,263.73 -6.45%

财务费用 14,669,750.81 16,394,060.28 -10.52%

所得税费用 262,217.89 1,608,493.94 -83.70%

主要系本期经营业绩

下滑，相应需要缴纳的

所得税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091,926.65 -5,016,484.82 420.78%

主要系公司加大了货

款催收力度，货款回收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34,727.36 -2,438,968.36 -8.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971,224.49 9,977,181.04 -199.94%

主要系本期贷款余额

减少， 偿还债务支出

的现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3,485,974.80 2,521,727.86 38.24%

主要系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所致。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没有发生重大变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未来发展与

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没有披露未来发展

与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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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积极开拓，主动求变，从市场营

销、研发创新、生产管理、质量控制等各方面，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并在业务拓展方

面做出了多元尝试，积极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希望通过注入优质资产的方式来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公司已于2015年6月26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并于7月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修订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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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珠行业 74,047,995.34 50,261,776.67 32.12% -29.65% -22.51% -6.26%

分产品

珍 珠 55,237,786.67 41,827,093.93 24.28% -32.53% -24.08% -8.43%

饰 品 12,772,455.98 5,184,244.95 59.41% -27.33% -19.10% -4.13%

保健品 6,037,752.69 3,250,437.78 46.16% 3.83% -3.33% 3.98%

分地区

内销 26,060,243.13 14,177,285.43 45.60% -18.35% -6.84% -6.72%

外销 47,987,752.21 36,084,491.24 24.80% -34.57% -27.32% -7.51%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技术优势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自成立以来，始终把科学创新放在首位，不断推行现代化、

科技化、信息化企业管理，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引进高新技术人才。 公司拥有较强科研开发

能力的科研队伍，并成立了研究所，公司研究所设有养殖技术、珍珠加工技术研究室，与知

名大学等科研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联盟。 多年来，公司研究所通过不断开发和自主

创新，不断深入研究珍珠增光漂白、抛光、染色技术以及三倍体珍珠蚌的培育，形成了一整

套先进的、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珍珠养殖、加工技术。

2、产业链优势

公司是珍珠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产品产销均位居行业前列，公司拥有一支优秀的管

理和业务团队，公司与香港地区多家珍珠贸易商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供销关系，公司具有较

为稳定的客户资源。 同时，公司在控制上游养殖资源方面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公司自有养

殖面积居行业首位，并与国内众多养殖户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形成了通畅的采购渠道，为保

证公司获得较高品质货源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司是珍珠行业少数拥有“养殖-加工-销售”

一体化完整产业链的优势企业。

3、品牌优势

公司是珍珠行业唯一一家上市企业，公司的品牌影响力一直处于行业前列，公司“千

足”珍珠系列产品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近年来，依托于公司珍珠产品推广能力不断提升，

不断通过增设专卖店的形式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目前，公司除在诸暨山下湖、深圳、义乌

的珠宝专业市场设有直营店外，还在杭州大厦、上海正大广场、上海太平洋百货、上海新世

界大丸百货、天津新世界百货、天津滨海伊势丹商场、成都群光商场、重庆星光商场、郑州正

道花园百货、郑州正道中环百货、郑州丹尼斯百货商场、沈阳兴隆一百、北京庄胜崇光百货

商场开设了高端品牌专卖店。

（五）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情况

（1）对外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对外投资。

（2）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公

司

类

别

最初投资

成本

（元）

期初持股

数量

（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

（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浙江诸暨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原

浙江诸暨农村

合作银行）

商

业

银

行

3,465,

000.00

6,150,

000

0.86%

6,150,

000

0.86%

3,465,

000.00

738,

000.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认购

合计

3,465,

000.00

6,150,

000

--

6,150,

000

--

3,465,

000.00

738,

000.00

-- --

（3）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4）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2、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和委托贷款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3）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贷款。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

称

公司

类型

所处行

业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

润

净利润

诸暨英

发行珍

珠有限

公司

子公

司

珍珠产

品加工

珍珠养殖、销售；珍珠

工艺品加工、销售及

技术咨询服务

1,075.95

万元

119,876,

523.33

24,964,

477.39

2,438,

848.35

-1,

017,

773.36

-1,032,

267.52

浙江英

格莱制

药有限

公司

子公

司

保健品

制造

西药原料、西药制剂、

保健食品、化妆品、中

药材、中药饮片、医用

材料、药用敷料的生

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

务

254万美

元

21,531,

434.61

20,112,

478.50

5,899,

057.83

1,460,

346.49

1,089,

278.08

湖南千

足珍珠

有限公

司

子公

司

珍珠产

品加工

珍珠养殖、加工及产

品销售、珍珠的研发、

技术培训及咨询服务

1,000万

元

11,690,

520.96

2,748,

186.43

127,

287.80

-200,

941.63

-200,

941.63

诸暨市

千足珍

珠养殖

有限公

司

子公

司

珍珠养

殖业

珍珠养殖、珍珠饰品

加工及销售

7,700万

元

330,724,

684.93

159,266,

095.68

2,667,

748.00

-4,

832,

271.78

-4,264,

884.22

浙江珍

世堂生

物科技

有限公

司

子公

司

生物技

术开发

生物技术的研究、开

发、咨询；食品经营：

定型包装食品（不含

冷冻和冷藏食品）

3500万

元

63,057,

923.99

18,183,

665.05

618,

614.86

-1,

231,

805.34

-1,236,

998.14

浙江千

足珠宝

有限公

司

子公

司

珍珠产

品销售

加工销售：珍珠首饰、

珍珠工艺品；养殖：珍

珠；批发零售：化妆

品；从事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

2,000万

元

92,552,

192.61

18,202,

863.16

9,651,

227.30

-5,

711,

874.88

-5,721,

526.05

山下湖

珍珠控

股有限

公司

子公

司

珍珠产

品销售

珍珠产品销售

100万美

元

81,272,

238.79

7,172,

767.83

8,789,

038.12

15,

363.61

12,828.61

常德有

德商贸

有限公

司

子公

司

服装、

鞋帽销

售

服装、鞋帽销售 100万元

951,

780.99

884,

114.53

0.00

-20,

551.98

-20,551.98

5、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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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5年1-9月净利润（万元） -2,800 至 -2,000

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46.4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珍珠产品国际市场整体需求持续放缓的影响，公司2015年上半年珍珠

产品营业收入持续下滑，毛利率下降，营业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且为

亏损。 公司预计下半年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利影响仍将继续，因此，

受上半年业绩下降较大及珍珠市场国内外需求短期仍相对放缓的影响，

预计2015年1-9月净利润在-2800万元至-2000万元之间。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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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董事会对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 相关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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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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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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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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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海军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173

证券简称：千足珍珠 公告编号：临

2015-59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8月13日收到公司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马三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马三光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的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未正式聘任新的

董事会秘书期间，公司董事会指定由董事长陈海军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的职责，公司将按

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会衷心感谢马三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 马三光先生的离

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保持不变，具体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工业园 千足珍珠董事办

邮政编码：311804

联系电话及传真号码：0575-87160891

电子邮箱：qzzz002173@163.com

特此公告。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173

证券简称：千足珍珠 公告编号：临

2015-60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开展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5年8月15日发布了《2015年

半年度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的情况，公司将开展投资者接待日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接待时间：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上午9:30~11:30

二、接待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珍珠工业园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

楼会议室

三、预约方式：请拟参加公司现场交流的投资者在2015年8月21日下午17点前与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联系，进行预约登记并同时提供问题提纲，以便接待日统一安排。 联系人：张

玉 兰 ； 电 子 邮 箱 ：qzzz002173@163.com， 联 系 电 话 ：0575-87160891； 传 真 ：

0575-87160891。

四、公司参与人员：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海军先生，公司财务总监洪

全付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将可能调整）。

五、注意事项

1、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前，投资者可通过电话、邮件等形式向公司提出您所关心

的问题，公司将针对相对集中的问题形成答复意见。

2、参与活动的投资者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衷心感谢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心和支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