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5

■ 2015年8月21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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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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港 60071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埠 郭小薇

电话 022-25702708 022-25706615

传真 022-25706615 022-25706615

电子信箱 sunbu@tianjin-port.com guoxiaowei@tianjin-por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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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11,090,679.64 33,655,823,630.97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939,868,159.99 13,591,141,725.30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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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1,666,298.75 891,490,927.04 0.02

营业收入 8,566,677,000.63 10,643,797,262.95 -19.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65,617,974.10 601,417,855.21 1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56,490,275.64 594,941,108.01 10.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3 4.69 增加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6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0 0.36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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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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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创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6.81 951,512,511 无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未知 0.91 15,19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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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 0.68 11,453,999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0.65 10,828,452 未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0.50 8,319,791 未知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0.49 8,233,064 未知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未知 0.48 8,096,435 未知

中国电子系统工程总公司 未知 0.47 7,850,000 未知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未知 0.43 7,233,194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未知 0.43 7,130,73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显创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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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

系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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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公司以质量效益优先的原则，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能，提升资产运营效率，同

时，适应监管形势和监管思路的变化，进一步规范各项管理工作，认真履行相关工作程序，加强公司治理和风

险管控，统筹各项工作的开展，提高工作效率和效能，确保了公司全年各项工作平稳较快推进。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5.67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0.77亿元，减少19.51%。 其中：本期公

司实现装卸收入27.82亿元，较上年同期23.58亿元增加4.24亿元，增长17.99%，主要原因是主要货类金属矿石、

原煤、钢铁、焦炭及集装箱装卸收入均同比增加；本期公司实现销售收入52.63亿元，较上年同期76.23亿元减少

23.60亿元,下降30.96%，主要原因是所属子公司贸易量的减少、油品价格下降。

公司营业总成本为76.28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2.17亿元，减少22.52%。 其中：装卸成本15.95亿元，较上年

同期13.58亿元增加2.38亿元，增长17.51%。 销售成本52.02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3.17亿元，下降30.82%，主要

原因是伴随着销售收入的减少，销售成本相应减少。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1.55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56亿元，增长15.66%，公司上半年利润总额增加主要原因

是吞吐量的增加影响装卸收入同比增加，所属子公司转让所属公司股权取得投资转让收入。 实现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0.64亿元，增长10.67%。 公司资产负债率44.05%，流动比率1.27。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完成吞吐量总计17,952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5.9%。 其中:散杂货吞吐量14,754万

吨，比上年同期增长12.9%；集装箱吞吐量357.3万TEU，比上年同期增长4.4%。 船舶代理9,009艘次，较去年同

期下降1.98%；货物代理量4,398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7.77%；理货量6,12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4.88%；船舶

拖带25,353艘次，较去年同期下降2.09%。

2015年上半年，公司经济运行整体平稳，年初既定的各项目标和措施有序推进。一是港口装卸生产稳步增

长，总体呈现内贸增速高于外贸特点；二是经济效益基本保持平稳。 公司按照“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产质量，

强化风险管控” 的工作要求，主动实施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发展主营业务，进一步提升了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

益。 三是公司利润总额实现较快增长，充分发挥骨干业务的利润支撑作用。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当前公司所面临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仍然存在较多的复杂性和

不确定性，全面完成年初既定的全年各项目标仍然面临着严峻考验。其中几个方面问题尤为值得关注：一是当

前宏观经济情况下，公司平稳较快发展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二是资金供求压力依然较大。 在周边港口竞争加

剧，人工、环保等要素成本刚性上涨的形势下，财务成本上升对公司经营带来的压力更为凸显。 三是对于部分

外部系统性风险因素要予以更多关注。

下半年，要牢固树立“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的经济工作要求，按照年初制定的指导思想和目

标，抓好各项工作的推动和落实。进一步强化市场开发，进一步与船公司、企业、贸易商、物流商加强合作，努力

增加航线密度，实现货源增长，以创新发展开拓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加强成本控制，加强资

金管理，深入挖掘利润空间，推进公司提质增效，全面推动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任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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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装卸业务 2,782,297,822.37

1,595,176,

201.50

42.67 17.99 17.51 增加0.24个百分点

销售业务

5,263,442,

025.13

5,201,743,

113.78

1.17 -30.96 -30.82 减少0.21个百分点

港口物流业务 854,756,549.06 628,438,856.02 26.48 5.59 0.07 增加4.06个百分点

港口服务及其他

业务

583,319,966.24 312,545,581.46 46.42 8.76 6.50 增加1.14个百分点

抵销 -917,139,362.17 -910,160,992.89 34.08 33.80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公司占主营业务收入10%以上的主要业务为装卸业务和销售业务。

3.3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项目名称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金额（元） 增减比例(%）

投资收益 ?218,986,936.39 162,176,098.61 ?56,810,837.78 35.03

营业外收入 ??20,884,441.09 45,249,868.76 ?-24,365,427.67 -53.85

营业外支出 ??23,131,018.61 7,358,387.99 ??15,772,630.62 214.35

说明：

投资收益变动原因说明：处置子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变动原因说明：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子公司营业外支出增加

3.4 核心竞争力分析

1、地理区位优势

公司地处的天津港位于京津城市和环渤海经济圈以及“一带一路” 的交汇点上，是天津市最大优势与核

心资源，是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与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是世界等级最高的

人工深水大港，服务辐射占中国面积52%的14个省、市、自治区，是连接东北亚和辐射中西亚的纽带。

2、良好的发展环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

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国家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重大战略的实施；天津自贸

区建设的战略部署；天津市和滨海新区的全面开发开放，为天津港作为唯一一个集多重战略机遇于一身的港

口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加快建设中国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和国际物流中心，实现天津市核心战略资源

和最大优势的功能定位，为公司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3、公司经营优势

公司坚持“诚信为本、功能制胜、互利共赢” 的市场经营理念，通过公司外部"“市场-服务-效益” 的协调

统一，视诚信为立业之本、兴业之要，坚持“服务是生命，满意是追求” 的服务宗旨；坚持“市场为导向，功能占

先机” 的制胜方针，以功能开发带动市场开发，创新模式拓展功能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秉持与各利益

相关方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经营宗旨，不断提升生产效率和经营绩效、提高运营管理水平、加强科技创新和

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公司经营的永续发展。

公司拥有一支团结、高效、专业、勤勉的经营团队，在“发展港口，成就个人” 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公

司人才队伍建设、员工素质不断提升，人才支撑优势凸现，人才素质的提升带动了公司发展质量和经济效益的

提高。

公司拥有世界最大的专业化焦炭码头和国际技术含量最高的专业化煤码头，拥有国内等级最高的30万吨

级原油码头、专业化矿石码头、专业化滚装码头和先进的集装箱码头。 截至2014年年末，公司码头泊位共计59

个，码头岸线长度15879米，设计吞吐能力29897万吨。 其中集装箱泊位13个，散杂货泊位39个，其他泊位7个。

目前可同时满足四艘船舶双向进出港的全国等级最高的30万吨级人工深水航道已正式启用，可接卸所有进出

渤海湾的大型船舶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舶，是沿海港口码头功能最齐全的港口之一。

最近几年来，环渤海各港口的发展较为迅猛，各港口在竞争的同时也保持着合作，宏观上这种竞争有利于

各港口不断提高运营管理的效率和效益，有助于港口企业转型升级。在与各港口的合作与竞争方面，公司依托

天津港口，在以下几个方面保持一定的优势：一是港口历史悠久，先发优势明显；二是独特区位优势，经济腹地

广阔，是京津的海上门户，面朝东北亚、背靠华北、西北乃至延伸到蒙古和中西亚；三是世界最大人工港口，发

展空间广阔；四是装卸货类齐全，码头等级高，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抗风险能力强；五是人才队伍与

现代化管理水平均处领先地位。

围绕公司装卸物流的主营业务，公司的主要客户包括：全球各大船公司、物流企业以及国内的大货主企

业。在剔除销售业务因素以后，2015上半年营业收入占前五位的客户分别是地中海航运有限公司、天津港翔国

际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天津晟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天津港保税区天盛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天津云盛物流

有限公司。 包含销售业务的情况下，2015上半年营业收入占前五位的客户分别是：天津汇力源投资有限公司

、 俊安 （天津） 实业有限公司、COSCO� PETROLEUM� PTE� LTD、WORLD� FUEL� SERVICES�

（SINGAPORE） PTE� LTD、上海启宁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近几年来，公司围绕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为客户提供高端高质的增值服务，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与产品

服务类型，在集装箱、铁矿石、煤炭、原油、汽车滚装等业务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吞吐量的

增长，公司最近三年新建码头项目包括：天津港南疆港区26号铁矿石码头、天津港南疆中航油码头、天津港燃

油供应2#基地等；新建堆场设施项目包括：天津港远航散货码头堆场扩容工程、天津港东疆港区美洲路查验堆

场、天津港俊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堆场、天津港太平洋国际公司堆场扩建（二期）工程、天津港南疆中部矿石堆

场工程等；老码头升级改造项目包括：天津港一公司、四公司、五公司、石化码头公司、煤码头公司、东方海陆公

司码头结构加固改造工程等。 这些新的码头、堆场建设与老码头的升级改造，有力地支撑了吞吐量的增长，为

公司持续发展打造了核心竞争能力。

3.5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6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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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港南疆港区26号铁矿石码头工程 29.90 94.00% 0.60 28.00

天津港远航散货码头堆场扩容工程 15.00 78.00% 0 11.82

合计 44.90 / 0.60 39.82 /

3.7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5年4月29日， 公司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14年12月31日股本总额1,674,769,1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7元（含税），计346,677,207.84元，剩余未分配利润4,036,492,529.91� 元结转至以

后分配。

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6月18日，除息日为2015年6月19日，现金

红利发放日为2015年6月19日。

公司上市以来把给予投资者合理的投资回报、与投资者分享经营成果当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把现金分

红当作实现投资回报的重要形式。公司根据监管规定，结合公司股本规模、投资安排、利润增长状况、现金流量

情况等因素，近几年一直切实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分红政策制订现金分红的利润方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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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情况如下：

1、公司所属子公司天津港焦炭码头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天津蓝塔发展有限公司55%股权，股权交易于2015

年6月30日完成， 公司不再将天津蓝塔发展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天津蓝塔发展有限公司自报告期期初至

2015年6月30日止的相关收入、成本、利润已纳入合并利润表，自报告期期初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现金流量

已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2、公司所属子公司天津港焦炭码头有限公司转让所持天津港俊物流发展有限公司51%股权，股权交易于

2015年6月30日完成，公司不再将天津港俊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纳入合并范围。 天津港俊物流发展有限公司自

报告期期初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相关收入、成本、利润已纳入合并利润表，自报告期期初至2015年6月30日

止的现金流量已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3、公司所属子公司天津港赢船舶港口服务有限公司本期注销清算，该公司自报告期期初至注销日止的相

关收入、成本、利润已纳入合并利润表，自报告期期初至注销日止的现金流量已纳入合并现金流量表。

4、公司投资设立天津港东疆物流园有限公司，该公司于2015年5月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3,000

万元。

董事长：郑庆跃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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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泰山 股票代码 0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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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昭营 梁万锦

电话 (0538)8232022 (0538)8232022

传真 (0538)8232000 (0538)8232000

电子信箱 zqb@sz000720.com zqb@sz0007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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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营业收入（元） 1,489,842,444.49 1,440,062,504.08 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2,610,969.81 35,874,723.56 7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1,780,640.40 35,817,506.87 72.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0,981,471.68 158,043,545.82 14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5 0.0415 74.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5 0.0415 74.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2% 4.50%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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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8,554,947.43 5,484,707,550.50 -2.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23,648,497.89 860,749,278.63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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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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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54% 160,087,812 0 0

孙煜 0.67% 5,777,300 0 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鑫鹏程三号新型结

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其他 0.53% 4,575,248 0

李香香 境内自然人 0.42% 3,600,000 0 0

陈军 境内自然人 0.38% 3,322,532 0 0

陈斌 境内自然人 0.36% 3,128,100 0 0

陈云生 境内自然人 0.31% 2,709,400 0 0

赵强 境内自然人 0.29% 2,547,100 0 0

宗序梅 境内自然人 0.28% 2,437,251 0 0

邓云 境内自然人 0.27% 2,298,5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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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股东孙煜 通过中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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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7,3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67%；股东李香香通过东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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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42%；股东陈云生通过东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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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9,4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31%；股东赵强通过中国银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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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7,1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29%；股东宗序梅通过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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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7,

25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28%；股东邓云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2,298,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27%；股

东陈斌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1,

42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6%；股东陈军通过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2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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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宽松，用电需求增长放缓呈常态化，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同比降幅扩大，

生产经营形势严峻。 在煤炭需求放缓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煤价仍持续处于低位。 面对电力市场新变化，公司强

化营销全过程管理，深入开展经营提效工作，狠抓成本和费用控制，较好完成了上半年经营目标。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8,984.24万元，比上年同期144,006.25万元增加3.4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6,261.10万元，比上年同期3,587.47万元增加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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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

2015-041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七届

八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会议于8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11人，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文宗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提案》；

详见同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关于中国

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关联董事王文宗先生、胡成钢先生、孙金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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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产丽星 股票代码 00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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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晓华 任红娟

电话 0755-28483234 0755-28483234

传真 0755-28483900-8102 0755-28483900-8103

电子信箱 alice@beautystar.cn renhj@beautyst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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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013,529.02 511,061,179.07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73,873.90 1,411,142.26 -99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813,135.33 -6,264,760.45 -168.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793,240.51 43,552,606.78 74.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5 0.0039 -984.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5 0.0039 -984.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09%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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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081,152.83 1,951,282,615.48 -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5,959,176.65 1,438,533,050.55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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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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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通产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52% 188,003,552 55,040,000 0

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公司

国有法人 6.09% 22,243,400 0 0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国有法人 1.78% 6,480,000 0 0

石河子丽源祥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7% 4,994,896 0 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商大

盘量化精选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9% 2,157,529 0 0

杨远超 境内自然人 0.50% 1,822,421 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建

信信息产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6% 1,680,000 0 0

中融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智融赢

1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39% 1,405,626 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1,270,310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金

鹰主题优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3% 1,215,641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石河子丽源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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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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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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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015年上半年，全球经济整体温和复苏，各国走势分化。 中国经济增速依然放缓进入新常态，化妆品消费

市场整体保持增长， 但增速已降至个位数， 化妆品行业销售之战愈演愈烈，2015年上半年公司主要客户

群———国际一线化妆品企业遭遇了严重的业绩困境，在此背景下，日化巨头纷纷改革自救。 报告期内，公司受

主要客户订单持续下滑影响，产销未达预期。公司通过新品的研发、新市场和新客户的拓展全面“开源” 、通过

精益生产和全面预算管理全面“节流” ， 使得公司客户2015年第二季度订单下降幅度有所收窄，订单量环比

回升，第二季度盈利能力有所恢复。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701.35万元， 同比减少6.66%； 实现利润总额-752.78万元， 同比下降

365.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7.39万元，同比下降991.04%。

（2）主营业务分析

公司主要从事化妆品塑料软管包装、化妆品塑料瓶包装和食品塑料瓶包装、化妆品注塑件包装罐、配套注

塑盖的生产和销售、化妆品灌装业务等。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701.35万元，同比减少6.66%；营业成本40,481.54万元，同比减少8.39%；

销售费用2,089.75万元，同比减少8.98%；管理费用5,727.93万元，同比增长28.52%；财务费用279.28万元，同

比减少42.02%；研发支出2,469.09万元，同比增长5.67%；实现营业利润-1,115.55万元，同比下降385.35%；实

现利润总额-752.78万元，同比下降365.2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7.39万元，同比下降

99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579.32万元， 同比增长74.0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金额17,

250.15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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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013,

529.02

511,061,179.07 -6.66%

营业成本

404,815,

354.07

441,893,857.04 -8.39%

销售费用 20,897,477.24 22,960,328.27 -8.98%

管理费用 57,279,258.31 44,568,060.41 28.52%

财务费用 2,792,825.70 4,816,973.59 -42.02%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2.02%，主

要系报告期利息支出金额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2,911,515.33 1,231,639.95 136.39%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36.39%，

主要系报告期内冲回递延所得税费用

所致；

研发投入 24,690,929.27 23,365,643.62 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5,793,240.51 43,552,606.78 74.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

同期增加74.03%，主要系报告期内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307,

402.48

-98,075,930.75 80.3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

同期增加80.31%，主要系报告期内固

定资产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7,307,

319.00

49,959,091.91 -234.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

同期减少234.72%，主要系报告期内偿

还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0,098,

248.06

-5,105,386.02 -97.8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较上年同期减少

97.80%，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短期借

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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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内公司加大新产品、新项目的开发力度，业务拓展有所突破；

（2）全员动员，抢订单、跑市场、抓商机。 报告期内在大客户订单惯性下滑的不利形势下，公司全体动员，

全员面对市场和客户，全面提升客服水平，2015年第二季度订单量环比回升。

（3）报告期内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技改措施，材料和人工成本逐步得到有效控制，但设备折旧等固定成本

持续上升，产销达不到预期规模，毛利率继续下滑。

（4） 公司主持编制国家标准GB/T� 31515-2015《无缝铝塑共挤出复合软管》 已获批准发布， 并将于

2015年12月1日开始实施。 《无缝铝塑共挤出复合软管》是我国首个关于无缝铝塑共挤出复合软管的国家

标准，标准详细规定了无缝铝塑共挤出复合软管的产品规格及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内容。 以上标准的

实施，对塑料包装行业健康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报告期内公司无缝铝塑共挤出复合软管市场快速拓展。

（5）进一步优化各基地产能布局。随着广州增城和吴江工厂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根据客户的发展现状，

基于“就近供货” 的原则，公司对三个基地的产能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布局，报告期内上海基地产能已按董事会

启动搬迁，截至目前产线基本恢复生产；广州生产基地也已顺利完成产线调整，为下一步集约生产，全面提升

产出效率打好基础。

（6）公司2015年年度预算营业收入10.72亿元，利润总额1800万元，净利润1179.52万元。 截至2015年6月

30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701.35万元，同比减少6.66%；实现利润总额-752.78万元，同比下降365.29%；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57.39万元，同比下降991.04%?主要是产销未达预期，固定成本分摊困

难，毛利率未达预期水平，导致公司半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完成情况未达分解目标。 但2015年二季度新客户

开发和高端业务拓展有所突破，订单量环比回升，产销环比增长，公司半年度较第一季度亏损收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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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装

333,809,

075.75

291,397,

908.03

12.71% -16.29% -16.59% 0.32%

灌装 65,434,768.49 58,482,500.81 10.62% 16.89% 8.52% 6.89%

其他 73,873,837.15 53,615,398.47 27.42% 38.96% 42.44% -1.78%

分产品

软管

217,789,

715.68

188,957,

877.35

13.24% -18.50% -18.73% 0.24%

吹瓶 69,351,952.08 61,212,009.49 11.74% -0.49% -0.99% 0.45%

注塑 46,667,407.99 41,228,021.19 11.66% -24.56% -25.10% 0.63%

灌装 65,434,768.49 58,482,500.81 10.62% 16.89% 8.52% 6.89%

其他 73,873,837.15 53,615,398.47 27.42% 38.96% 42.44% -1.78%

分地区

欧洲 28,410,614.40 24,967,162.93 12.12% -27.80% -30.45% 3.35%

北美 43,424,978.99 40,196,793.45 7.43% -2.87% -2.05% -0.78%

东南亚 43,471,071.08 40,456,249.00 6.94% 14.83% 15.74% -0.73%

华南(珠三角)

180,044,

975.43

149,796,

483.61

16.80% 21.62% 19.09% 1.77%

华东(长三角)

168,782,

128.30

140,118,

204.44

16.98% -26.41% -28.31% 2.20%

其他 8,983,913.19 7,960,913.88 11.39% 3.98% 2.47%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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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曹海成

201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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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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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8月19日上午

9：30在公司坪地通产丽星科技园一楼视频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8月9日

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董

事张冬杰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董事曹海成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由曹海成董事长召集和主持，公

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具体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深圳市

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5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5年8月2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截止2015

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按持股比例为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京信通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京信通科技有限公司向工行深圳布吉支行申请人民币1500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最高额为7,995,000�元，期限一年。 该议案尚需履行深圳国有企业对外担保

相关手续后方能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刊登在2015年8月2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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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通产丽星” ）于2015年8月1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按持股比例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京信通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京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信

通” ）的经营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按持股比例为京信通向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布吉支行（以下简称“工行

布吉支行” ）申请人民币15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最高额为7,995,000?元，担保期限为一年。

该议案尚需履行深圳国有企业对外担保相关手续后方能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深圳市京信通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3年5月12日

3、注册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沙三帝堂工业区第五、六栋

4、法定代表人：彭晓华

5、注册资本：1500万元

6、主营业务：?塑胶模具、五金模具、塑胶件、电子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模具材料、热流道产品的研发；

普通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5月18日）；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7、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陈明 600 40

深圳市达为博科技有限公司 100 6.67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800 53.33

8、与上市公司存在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京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9、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项目 2014年 2015年1-6月

营业收入（元） 83,061,089.78 46,810,854.18

利润总额（元） 3,100,135.70 4,553,691.19

净利润（元） 3,083,267.92 4,052,763.85

项目 2014年期末 2015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元） 92,158,522.89 93,652,445.58

净资产（元） 46,709,445.02 50,762,208.87

负债总额（元） 45,449,077.87 42,890,236.71

资产负债率 49.32% 45.80%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京信通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向工行布吉支行提供保证担保，担保范围：按持股比例为京信通向工行布吉支行申请人民币1500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1、介绍提供担保的原因

京信通拟向工行布吉支行申请人民币15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工行布吉支行要求京信通须提供担保或

抵押才能继续提供贷款。 为确保生产经营资金需求，京信通申请其公司股东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担保。

2、公司董事会意见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京信通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公司董事会预计上述担保风险较小，

同意为其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其他股东也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本次担保行为公平、对等。

3、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京信通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偿还能力，本次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其提供担保事项符合公

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没有超出公司所能承受的风险范围，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按持股比例

为京信通提供授信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不含本次），本次为京信通提供担保后，公司累计对外担

保金额为人民币7,995,000�元。 占通产丽星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1,438,533,050.55的0.56%，符合《公

司章程》中关于通产丽星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和上市规则的要求。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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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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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8月19日上午

11:00在公司坪地通产丽星科技园一栋A座一楼一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5

年8月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送达。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2人，监事戴海女士因出差在外，委托

监事刘丹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丹女士召集和主持。 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

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监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具体内容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5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在2015年8月21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按持股比例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京信通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授信担保的议案》。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刊登在2015年8月21日《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1日

SHANDONG� XINNENG� TAISHAN� POWER� GENERATION� �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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