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5－04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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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重科 中联重科

股票代码 000157 01157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申柯 郭慆

电话 0731-85650157 0731-85650157

传真 0731-85651157 0731-85651157

电子信箱 157@zoomlion.com 157@zooml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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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1,350,008.70 13,988,787,862.47 -24.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9,832,566.03 900,058,151.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8,951,331.54 826,078,707.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80,598,034.42 -4,604,736,392.37 9.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8% 2.14% 下降2.9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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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88,488,692.08 93,757,955,793.25 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133,241,785.05 40,830,793,317.80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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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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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

限公司（HKSCC�

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18.53%

1,427,665,

483

0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法人 16.26%

1,253,314,

876

0

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2% 386,517,443 0

佳卓集团有限公司(GOOD�

EXCEL�GROUP�

LIMITED)

境外法人 2.19% 168,635,680 0

智真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9% 168,635,602 0

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4% 156,864,942 0

弘毅投资产业一期基金（天

津）（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4% 64,600,000 0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32% 24,340,809 0

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31% 24,000,000 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8% 21,420,43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佳卓集团有限公司与长沙一方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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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速低于预期，经济增长外需环境形势严峻；新常态下国内经济增速换档压力加

大，经济结构调整阵痛加剧，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挑战依然较大。 工程机械行业正经受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

求不振、利润大幅下滑 “深度调整期” 考验；农业机械行业基本面持续向好，根据农业机械工业协会数据，

2015年上半年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1%；环境产业空间巨大，但行业仍处于技术解决方案缺乏、中小企业为

主、竞争同质化、市场集中度高度分散、新进入者增多的竞争格局。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105.71亿元人民币，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10亿元人民币。

公司2015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4.43%，主要原因系工程机械板块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两大主导产品市

场需求进一步萎缩及公司坚持从紧的销售政策，但混凝土机械、起重机械市场占有率仍在行业数一数二；公司

农业机械、环境产业两大新兴板块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且占比达35%，已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

面对有史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外部环境，公司紧紧围绕“战略提升、管理变革、产品升级、产业转型“的方

针，持续做好精干、精简、开源、降本、增效工作，以新思维和新举措探索出适应宏观经济新常态下的经营思路

与方法。

A、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一、战略转型落地生根，实现四大板块齐头并进

公司在工程机械板块继续蓄力外，加速向环境产业、农业机械、金融领域布局转型升级，已成功转型为集

工程机械、环境产业、农业机械和金融服务四大板块于一体的装备制造企业。

一是环境产业实现从环卫设备提供商到环境产业整体方案提供商和投资运营商的转型。

环境产业板块餐厨垃圾处理、 建筑垃圾处理、 垃圾分选设备实现产业化突破， 尤其是通过并购意大利

LADURNER公司，使环境产业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实力，并以淮安晨洁项目作为试点平台，整合LADURNER

公司的国际领先技术和项目运营经验，打造中国餐厨垃圾处理的样板工程。

二是农业机械板块发展势头良好。2015年上半年，农业机械收入实现高于行业的增长。自并购奇瑞重工以

来,公司农业机械板块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农业生产机械化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 ，并在北美设立研发中

心，实现耕、种、管、收、烘干等全程农业机械制造产品研发，其中，“杂交水稻超高产农机农艺融合示范项目” 成

功抢占农业机械市场制高点；基于互联网+远程智能控制技术的河北示范基地的落成开启农业机械板块向“智

慧农业、精准农业” 方向稳步迈进。

三是“产融结合” 的功能价值得到逐步释放。 财务公司正式挂牌成立，为旗下成员单位提供高质量、全方

位、个性化的金融服务，实行资金集中管理、资金结算、资金融通、金融服务等功能，将发展成为公司的全球化

集约资金管理中心、金融集成服务中心与产融协同利润中心；作为金融服务业务的管理控股平台-中联资本的

设立，将加快推进公司产融结合，为公司发展成为全球化高端装备制造企业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与支持。

二、多措并举强管理，精耕细作显成效

(1)坚定不移控制经营风险

一是加强应收账款风险防范。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采取多样化市场管理策略，对逾期客户制定有针对性的

催收方案，加大账款催收力度；从收紧信用政策、加强客户资信评审、主动放弃低质订单、落实催收责任等多角

度严控新增风险。

二是加强设备的管理。 加速二手设备处置，在传统销售方式基础上推出保值租赁、加盟经营租赁、先租后

售销售模式，借助公司微信、电商等互联网平台拓展二手设备销售渠道；应用物联网技术，对设备进行跟踪、预

警、核查，降低设备失控风险。

(2)加速公司产品升级与转型

实施“产品4.0” 工程，全面梳理产品型谱，融合信息、智能和互联网技术、新材料技术、制造工艺技术、工业

设计技术等全面提升产品，将产品在“技术、质量、成本、服务” 四个方面做到极致，打造具备绝对竞争优势产

品。

(3)强力推进全方位降本增效

一是强力推进在设计、采购、制造、销售、服务、职能管理等经营环节降本工作；

二是精简流程，取消非增值节点，提升工作效率；

三是优化组织结构，减少管理层级，增强市场应变能力，降低隐性管理成本。

(4)严格执行全面预算管理

实施全面预算信息化管控，对生产、采购、资金、费用等进行全面控制，实时监控与调度，将精细化经营理

念落到实处。

(5)强化队伍建设

系统开展提升正能量和培养工匠精神的各类活动，多项措施提升干部与骨干员工素质、加强干部与骨干

员工梯队建设、稳定干部与骨干员工队伍，激发员工活力及创新能力。

三、自主创新成果丰硕，巩固行业技术领先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QAY800V743全地面起重机在“2015年中国工程机械年度产品TOP50” 评选中荣获“应

用贡献金奖” ；专门为核电领域量身定制的3200吨履带起重机再次中标核电项目，为国家的核电建设做出应有

的贡献；公司北美研发中心与国内团队合作完成的大马力拖拉机成功下线引领农机装备向高端迈进；在“2014

年中国农业机械年度产品TOP50” 评选中谷王TB60小麦联合收割机荣获“应用贡献金奖” 、谷王DC150批式

循环谷物干燥机荣获“市场领先奖” 、谷王PQ45全喂入履带式谷物联合收割机荣获“技术创新奖” 。LYSP80水

平预压式垃圾转运站成套设备、ZLJ5164TSL无尘作业干扫车、中小型系列纯电动扫路车等三项产品通过部级

科技成果鉴定，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公司被认定为《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2014版）》

中的“餐厨垃圾预处理成套装备” 、“移动式渗滤式处理装备” 技术装备依托单位。继续实施“蓝色五号” 计划，

加速机制砂设备、干混砂浆设备、垃圾分选设备、建筑垃圾处理设备等产品产业化进程；立足基础创新，以关键

零部件为突破口，致力于共性技术研究，夯实技术发展的基础。

注重知识产权布局创新，支撑产品市场开拓，2015年上半年国内专利授权548件，其中发明专利332件，同

比增长100%。 强化技术标准创新，提升装备制造的国际话语权，公司主导的国际标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混凝土及灰浆预制机械与设备 第1部分 术语和商业规格》进入CD阶段，《起重机械遥控操作安全标准》国际

标准提案完成征求意见稿。 主导承担8项国家/行业标准制修订，持续发挥行业领军作用。

四、全球化市场开拓加速推进，实现高起点上的新发展

加速推进“走出去” 和 “走进去” 的企业国际化进程。 公司成立“一带一路” 专项办公室，与众多“一带一

路” 大型施工企业保持紧密合作关系，率先入驻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借助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带动国际化

拓展站上新的起点。

全面推进泛太、非洲、中亚、中东、南亚重点聚焦区域的一国一策、一区一策的差异化营销策略，满足不同

市场的个性需求；报告期内，在行业出口整体下滑的背景下，建筑起重机械、路面及桩工机械境外营业收入同

比增幅分别为69%、199%。

五、商业模式变革深入推进，培育竞争优势新动力

公司继续探索变革装备制造业传统的商业模式，积极实践和丰富“互联网+” 理念和计划，确立了“产品在

网上、数据在云上、市场在掌上” 产业互联网发展思路。

一是成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储备专业人才，搭建和完善商业模式创新平台。 二是在多领域进行业务试点。

在营销领域，“微信商城” 正式上线，运用移动互联网工具、大数据分析方法“零距离” 联接客户，为实现精准营

销奠定良好基础；在智能服务领域，在物联、云平台支持下的移动终端设备和微信等应用，为客户提供定制化

智能服务；在精益生产领域，由预测生产向订单生产转型，为建立高运营效率竞争优势奠定基础。

B、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一、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展望

（1）工程机械市场

受国内固定资产与房地产投资低迷、终端设备保有量高企影响，2015年下半年行业有效需求依然不足，行

业短期内难以全面回升改善。 2015年下半年，国家将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变调，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

基建投资将适度增长，国家将加强落实已批准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开工建设，进而拉动局部地区终端设备

需求。

海外市场方面，工程机械企业将继续借助“一带一路” 国家战略，通过中资外带、援外项目、本地化工厂等

多种方式，加强对东亚、东南亚、中亚、非洲、南美等市场需求强劲地区的拓展。

（2）环境产业市场

2015年下半年，环卫机械市场需求趋于稳定；但环境产业正处于发展黄金期，行业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随

着我国环境治理深入，生活垃圾分选、餐厨垃圾处理、建筑垃圾处理、渗滤液处理、污泥污水处理等业务前景广

阔，各省市PPP项目快速发展，可能催生一批中大型订单，技术创新能力强、网络布局完善、品牌影响力强、资金

实力充沛的企业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3）农业机械市场

随着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农业现代化和生产集约化的推进，我国农机化率有望继续提升。 在传统农机与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融合的趋势下，农机将打破传统制造业界限，实现农机与农艺结合，智能服务与装

备制造融合，全程化、大型化、智能化的高端农业机械将迎来迅猛发展，拥有技术、品牌、渠道、资金优势的公司

有望迎来市场份额提升的机遇。

二、2015年下半年主要经营工作思路

2015年下半年，公司着重发展“2+2+4” 战略，即立足产品和资本两个市场，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产业和

金融的两个融合，做强工程机械、环境产业、农业机械、金融服务四个板块，打造一个全球化的高端装备制造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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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子公司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联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甘

肃中联东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陕西雄图中联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和山东益方中联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纳入

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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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5－045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8月28日9:30—11:00在

长沙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六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六名，公司监事、副

总裁杜毅刚女士、董事会秘书申柯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8月13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表决票6票，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2015年H股中期业绩公告及中期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6票，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6票，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关于增加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6票，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5－046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8月28日11:00—12:00

在长沙以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傅筝

女士主持。 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8月13日发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专项审核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

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审议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2015年H股中期业绩公告及中期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关于增加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3票，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157

证券简称：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2015－048

号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中联重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

● 本次增加担保总金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52亿元。

●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785,679.60万元，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合并报

表净资产的19.24%，均为对控股公司的担保。

为加大市场开拓力度，促进公司战略转型及国际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公司拟增加对公司的控股公司中联

重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52亿元的担保。 《关于增加对

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批准。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拟对Zoomlion� H.K.� Holding� Co.,� Ltd.（中联重科控股（香港）有限

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等值人民币40亿元，主要用于在境外办理融资、进出口贸易结算及对外担保业务。

2、担保人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拟对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等值人民币12亿元，主要用

于在境内开展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具体实施时，公司可根据与金融机构的协商签订相关担保合同，并予以披露。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中联重科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1）名称：中联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Zoomlion� H.K.� Holding� Co.,� Ltd.

（2）注册地址：FLAT/RM406-9� 4/F� THREE� PACIFIC� PLACE.1� QUEEN’ S� ROAD� EAST.HK

（3）法定代表人：詹纯新

（4）注册资本：834,640,642.58�美金

（5）业务性质：投资控股

（6）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

（7）截至2014年12� 月31日，中联重科（香港）控股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17,509.29万人民币，

负债总额为10.86万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517,498.44万人民币；2014� 年1-12� 月营业收入为

0万人民币，净利润为-15,962.86�万人民币。

（8）新增担保金额：等值人民币40亿元

2、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1）名称：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经济开发区峨溪路16号

（3）法定代表人：尹同跃

（4）注册资本：人民币30亿元整

（5）业务性质： 农业机械制造

（6）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控股子公司

（7）截至2014年12� 月31日，中联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597,943.84万元，负债总额为

328,963.73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268,980.12万元；2014年1-12� 月营业收入为106,903.70万

元，净利润为-21,727.08万元。

（8）新增担保金额：人民币12亿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如果借款人未根据授信协议支付已使用，且已到期的任何款项或借款人未遵守授信协议项下的义务，保

证人承诺一经催告，在银行发出书面通知或电传后，不论公司与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有任何争议，立即向银行支

付担保人授信项下实际使用的本金、应计利息以及产生的律师费、费用、补偿、罚款和催收开支。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增加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控股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担保的对象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

公司，公司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

况。

上述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及《关于执行证监发[2005]120号文有关问题

的说明》等相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关于增加对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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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 股票代码 00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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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利 周丽萍

电话 0731-22165522 0731-22165587

传真 0731-22165500 0731-22165500

电子信箱 zwgx000657@126.com zwgx000657@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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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955,223,172.18 3,805,967,877.13

3,805,967,

877.13

-2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3,910,140.58 -198,815,737.95 -198,815,73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7,629,699.09 -215,704,298.37 -215,704,29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1,747,096.26 -229,399,103.10 -229,399,10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2 -0.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2 -0.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2% -5.87% -5.8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765,517,247.66

10,165,821,

623.17

7,818,168,

145.83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32,499,901.19 3,273,548,626.41

3,481,642,

051.02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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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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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有色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0.94% 383,083,963 383,083,963

质押 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零组合

其他 1.40% 8,806,755 0

质押 0

冻结 0

海南金元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7% 4,85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中海－浦江

之星176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45% 2,838,600 0

质押 0

冻结 0

宋聿倩 境内自然人 0.37% 2,345,00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工商银行－国

投瑞银核心企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5% 2,208,345 0

质押 0

冻结 0

钟静 境内自然人 0.30% 1,893,000 0

质押 0

冻结 0

张启文 境内自然人 0.28% 1,753,700 0

质押 0

冻结 0

广东广晟有色金属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27% 1,711,125 0

质押 0

冻结 0

余金红 境内自然人 0.21% 1,338,169 0

质押 0

冻结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上述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及其信用账

户持股数量分别为：宋聿倩，1,644,000股；钟静，1,849,400股；张启文，1,348,

800股；余金红，1,338,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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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宏观环境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速继续回落。 与此同时，硬质合金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面对此异常严峻的形势，公司围绕既定目标，不畏困难，直面挑战，积极应对，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单位：万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295,522.32 380,596.78 -85,074.46

营业成本 261,847.96 344,456.20 -82,608.24

三项费用 43,684.18 52,436.86 -8,752.68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3,391.01 -19,881.57 6,490.56

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2 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74.70 -22,939.91 49,114.61

流动资产 428,337.98 658,022.90 -229,684.92

资产总额 776,551.72 1,016,582.16 -240,030.44

流动负债 303,624.77 579,956.10 -276,331.33

负债总额 391,651.87 646,516.45 -254,864.58

所有者权益 384,899.84 370,065.71 14,834.13

资产负债率 50.43% 63.60% -13.17%

销售毛利率 11.39% 9.49% 1.9%

净资产收益率 -3.92% -5.87% 1.95%

总资产周转率 0.38 0.38

流动比 1.98 1.57 0.41

速动比 1.50 1.07 0.43

（1）营业收入、利润完成情况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5,522.32万元，完成计划的50.52%，较上年同期减少85,074.46万元。 营业收入较

上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今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增速减缓的影响，公司主营产品原料价格持续下降，造成公司产品销售价格

出现下滑，公司营业收入减少。 公司针对当前经济形势，积极开发推广新产品，扩大高端产品比重，产品结构调整取得了一

定成效，高技术、高附加值硬质合金产品和工具产销量同比均稳中有增，公司产品结构更趋优化，产品系列化也更加丰富，

上半年产销基本稳定、平衡。

本报告期，公司归母净利润负13,391.01万元，出现较大亏损，主要原因是：今年以来，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未见缓和，钨

产业从原料到终端产品均出现低迷态势，行业供需严重失衡，公司主要原料价格持续下跌，造成公司需不断消化高价库存

成本，尽管公司管理层采取多项降本增效措施，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升高2%，三项费用较上年下降8,752.68万元，但仍

未能扭转公司业绩出现亏损局面。

（2）资产营运效率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与上年同期持平，为0.38次，其中应收账款周转率为3次，较上年同期下降0.53次，存货周转

率为1.37次，较上年同期增加0.29次。 总体看，公司资产营运效率偏低，其中既有硬质合金行业的特殊性，也有需进一步深

化精细管理，通过加强生产计划管理，强化生产组织协调，促进公司物料总量及结构进一步优化的必要性。

（3）偿债能力分析

本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为172,377.32万元，长期借款为59,156.2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0.43%，随着募集资金投入使用

及存货资金占用减少，公司长短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196,783.73万元，流动比、速动比较上年同期提高均有所改善，资本

结构更趋合理。

（4）面临的风险及措施

公司主要子公司株硬公司和自硬公司都是有几十年历史的老企业，带有许多国有企业的弊端。 首先是员工规模比较

庞大，生产效率较低，用工制度落后等；其次是还有许多产品是传统初级产品，盈利能力不高，企业发展转型升级还有较长

的路要走；再者是在目前经济形势下，由于钨原料价格持续下跌，公司去库存化仍将持续，公司盈利状况短期难以改变，下

半年扭亏难度较大。

下半年，公司将紧紧围绕“提高盈利，创造价值” 的工作要求，深入开展增收节支工作，坚持以市场为中心，全力拓展新

市场、力争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同步发展，全力提升公司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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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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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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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年8月27日上午9：00在湖南有色大

厦三楼第三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及监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

9人，其中亲自出席会议6人，董事颜四清、王涛委托董事冯宝生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周菊秋委托独立董事陈康

华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伯华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5-56；《2015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5-5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结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全部完成,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将全部结余募集资金5,918,979.80元（其中：

募集资金结余1,664.24元，募集资金累计利息15,917,315.56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公司出具的《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专项核查意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5-59。

三、审议通过了《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告编号：2015-58。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子公司原销售网点商务房产处置价格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授权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依据目前房产市场行情及产权交易所相关规定，调整其位于北京、武汉、

南京、东莞、成都等地的五处商务住房的出售价格，在评估价的基础上下浮10%进行挂牌处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公司高管年薪标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投资决策与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李福利、杨伯华、颜四清、冯宝生、盛忠杰、文跃华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潘爱香、苏东波、易

丹青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所有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 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5-62。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一

公司章程修改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结合公司管理实际，拟对现行公司章程作部

分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现行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董事会对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和质押、对外担保、以及债务性融资等事

项的决策权限如下：

(一)累积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值3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5亿人民币的投资事项，包

括股权投资、经营性投资及对证券、金融衍生品种进行的投资等，但涉及运用发行证券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的，需经股东大会

批准；

(二)累计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值30%以下的资产抵押、质押事项；

(三)除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之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四)�累积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值10%以下，且单项金额不超过1亿人民币资产处置（包

括收购、出售、置换、清理等）事项。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必须经公司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并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通过方可

作出决议。

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的事项必须报股东大会批准；对于重大投资项目，应当

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拟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三条：董事会对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和质押、对外担保、以及债务性融资等事项的决策

权限如下：

(一)累积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值30%以下，且绝对金额不超过5亿人民币的投资事项，包

括股权投资、经营性投资及对证券、金融衍生品种进行的投资等，但涉及运用发行证券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的，需经股东大会

批准；

(二)累计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会计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值30%以下的资产抵押、质押事项；

(三)除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之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四)�累积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值10%以下，且单项金额不超过1亿人民币资产处置（包

括收购、出售、置换、清理等）事项。 下列资产处置行为授权总经理决策：

1、一般性管理办公用资产账面净值在5万元以下；

2、生产性设备资产（包括房产等）账面净值在50万元以下。

应由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事项，必须经公司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并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2/3以上董事通过方可

作出决议。

董事会应当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超过董事会决策权限的事项必须报股东大会批准；对于重大投资项目，应当

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附件二

董事候选人简历

李福利先生简历

李福利：男，1965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

1988年8月至2007年6月，先后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西南能源联合开发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五金制

品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2007年6月至2007年12月，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助理、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2007年12月至2008年10月，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总裁助理、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2009年3月至2010年12月，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

2010年12月至2014年8月，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兼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14年8月至今，任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兼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李福利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伯华先生简历

杨伯华：男，195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1978年9月至1982年8月，中南矿冶金属材料系粉冶专业学习；

1982年8月至2002年6月，在株洲硬质合金厂工作并在不同岗位任职。

2002年6月至2006年10月，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02年6月至今，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10月至今，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10月至2012年7月，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2006年7月至今，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6年11月至2013年4月，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1年10月25日至2013年7月，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硬质合金事业总监；

2012年3月至今，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13年7月至今，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钨事业部总监；

2014年3月至今，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4月至今，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伯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颜四清先生简历

颜四清：男，1966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 北方工业大学工业会计专业学习；

1999年9月至2002年7月， 北方工业大学成教学院会计学学习，获本科学历；

1988年7月至2005年10月，先后在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五矿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贸易集团公司、五矿有

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门工作。

2005年10月至2007年12月，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华晟五矿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8年1月至 2011年1月，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任副总经理、总经理；

2010年11月至今，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11年1月至2014年4月，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2014年5月至今，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本部总监。

颜四清先生未持有中钨高新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冯宝生先生简历

冯宝生：男，1962年2月出生，研究生毕业。

1978年9月至1982年7月，东北大学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学习；

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西北工业大学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就读研究生；

1982年8月至2000年11月，先后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铝镁局、鑫宏轻金属有限公司、中国

有色金属工业贸易集团公司工作；

2000年11月至2002年4月，五矿总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贸易集团公司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

2002年4月至2010年8月，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2011年1月至2014年4月，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

2014年5月至今，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本部总监。

冯宝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盛忠杰先生简历

盛忠杰：男，1961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

1978年8月至1982年7月，中南矿业学院矿物工程系选矿专业学习；

1985年8月至1988年6月，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矿物工程数学模型就读硕士研究生；

1982年8月至2004年10月，先后在湖南省瑶岗仙钨矿、冶金部长沙矿冶研究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长沙公司工作；

2004年10月至2006年6月，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科技产业部、规划投资部部长；

2006年6月至2009年3月，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规划投资部部长；

2009年3月至2014年4月，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4年4月至今，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科技管理本部总监。

盛忠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文跃华先生简历

文跃华：男，1959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中南大学电子与信息系自动控制专业学习；

1983年8月至2003年4月，在株洲硬质合金厂工作且在不同岗位任职；

2003年4月至2005年4月，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5年4月至2006年10月，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2006年5月至今，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文跃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潘爱香女士简历

潘爱香：女，1962年10月出生，研究生毕业。 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主要学习经历：

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北京商学院财会计统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3年8月至1984年7月：厦门大学会计系助教进修班，全优结业；

1993年9月至1996年4月：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6年3至5月：美国Quinnipiac大学访问学者；

2000年7月：北京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举办的现代会计研究方法密集课程；

2002年6月：中国证监会和清华大学共同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

2005年8月：美国Binghamton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工作经历：

1983年8月至1989年11月：北京商学院财会计统系，助教；

1989年11月至1995年11月：北京商学院财会系，讲师；

1995年11月至2001年11月：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原北京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兼中拓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注册会

计师（1999年10月转为非执业）；

2001年11月至今：北京工商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专业研究领域：

成本与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目前研究重点：全面预算管理、作业基础成本管理。 已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

多篇发表于美、英著名学术期刊；出版学术论著、译著、教材等30余部；主持参与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主持参与多家国有大

中型集团企业的预算管理咨询、制度设计和审计项目。 为国家会计学院、财政部财科所、国家经贸委、国务院研发中心及众

多集团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邯钢集团、中国电信、国投电力、中国烟草、中谷粮油、中房集团等等）作过百余场全面预算

管理专题报告。 近期代表性成果有：论著《全面预算管理------整合“四流” ，创造“一流” 》(2001年)� ；教材《管理会计

学》（2006年，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论文“Political� Ideology� and� Accounting� Regulation� in�

China”（2007年，世界顶级学术刊物《Accounting� ,�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潘爱香女士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苏东波先生简历

苏东波：男，1964年2月出生， 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 ：

1981年9月至1985年7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学士；

1985年9月至1987年12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

1988年1月至1988年6月，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1988年7月至199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办公厅秘书；

1992年6月至1993年6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副市；

1993年7月至1995年12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宏观调控体制司投资体制处处长；

1996年1月至1999年4月，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秘书长；

1999年5月至2000年5月，北京大学校产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校产办主任；

2000年6月至2002年7月，北京大学科技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03年至2007年，从事有关农村发展与扶贫及金融和地区与企业发展领域研究；

2007年至2010年，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联合资信评估公司董事；

2009年至2012年，牵头筹备新能源与其他新兴产业、地方性发展投资基金以及企业并购重组为主要领域的投资基金

及其管理公司乾能投资公司至成立，为其创始董事长，之后因病辞任，改任为董事；

2012年至今，安信证券乾宏投资公司董事，乾能投资管理公司董事。

苏东波先生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易丹青先生简历

易丹青：男，1953年出生，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中南工业大学金属材料专业，1982年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7年获瑞典查尔姆

斯工业大学工学工学博士学位。

曾任中南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有色金属材料科学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现任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理

事、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协会理事、国家硬质合金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钨和

硬质合金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科技奖励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金属学报》（英文版）、

《硬质合金》、《粉末冶金材料科学与工程》等10多个学术期刊的编委。长期从事铝、镁、钛合金材料和高性能粉末冶金材料

研究，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973计划子课题、国家863计划课题、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国防科工局军品配

套项目、湖南省科技攻关计划、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等30余个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中国

有色金属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350

余篇，出版《金属硅化物》专著1部，获国家发明专利20余项，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100余人。

2003年6月至2009年4月，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易丹青先生与公司及其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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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监事会及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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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监事会提名王韬、金良寿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人简历附后）。 其他三名职工监事将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要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

监事候选人简历

王韬先生简历

王韬：男，1971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

1992年7月北京商学院外贸会计专业专科毕业，2013年西南交通大学会计专业本科毕业。

1992年7月至2001年2月，先后在冶金部钢铁研究总院、珠海鑫光集团公司、五矿钢铁责任有限公司、五矿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工作；

2001年2月至2006年6月，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内贸部经理；

2006年6月至2010年2月，中国五矿集团公司德国五矿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10年4月至2012年1月，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会计部部门经理；

2012年2月至2012年10月，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项目审计部部门经理；

2012年10月至2014年4月，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

2014年5月至今，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风险管理本部审计部副总经理。

王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金良寿先生简历

金良寿：男，195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毕业，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国际财务管理师。

1978年7年至1981年7月，株洲冶金工业学校工业会计专业学习；

1985年7月至1990年7月，中南财经大学财务管理专业学习；

2004年9月至2007年7月，湖南省委党校企业管理专业学习。

1981年7月至1997年12月，在株洲硬质合金厂工作；

1998年1月至2004年8月，湖南有色金属企业财务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部长；

2006年7月至2010年12月，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

2010年6月至2013年7月，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3年8月至今，五矿有色金属控股有限公司钨事业本部副总监兼财务总监。

金良寿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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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15

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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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中钨高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上半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字[2013]1158号）核准，公司于2013年12月31日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101,520,011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02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15,710,499.22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8,

158,834.98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887,551,664.24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3]000390

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477,550,000.00元，全部用于数控刀片技改项目，募集资金专户本期产生利息收

入3,846,490.99元，银行手续费892.20元，利息净收入3,845,598.79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88,755.00万元,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5,918,979.80元（包括累计利

息收入）。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12】44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

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

严格审批，以保障专款专用。

2015年上半年，公司依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管理办法》严格执行，确保了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规范。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公司为本次募集资金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开设了专项账户：

户名：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43001506362052503447

上述专项账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用作其他用途。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的要求，2014年1月，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

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并在正常履行中。

（四）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存款余额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存单号 存入方式 余 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湘江支行 43001506362052503447 活期 15，918，979.80

合 计 15，918，979.80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公司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8755.17

2015年上半年

47,755投入募集资

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

88,,755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9,428.95 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3.98%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

总额

2015

年 上

半 年

投 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告期

实现的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

项目

1. �精密工具建

设项目

是 52,245 0 0 0 0 0 -- 否 否

2、 偿还长期借

款…

是 39,326.05 41,000 0 41,000 100% 2015.7.1 1168.55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

小计

-- 91,571.05 41,000 0 41,000 -- -- 1168.55 -- --

未达到计划进

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2014年度，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募集资金原承诺投资项目“精密工具建设项目” 变更为“数控刀片技

改项目” ，“精密工具建设项目” 不再实施，也就未能达到原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控刀片技改项目” 已于2014年12月31日全部完工，先期投入固定资产55,560万

元。2015年4月28日，根据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将募集资金47,755万元以增资扩股方式置换先期投入

“数控刀片技改项目”的部分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

募集资金结余

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1,664.24元，加上募集资金利息净收入15,917,315.56元，募集资

金结余总计15,918,979.80元。 由于募集资金投入“数控刀片技改项目”以增资扩股方式投入，按照股

份份额计算，投入金额为477,550,000元，造成募集资金结余1,664.24元。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完成，募集资金结余15,918,979.80元（含累计利息收

入）目前尚在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2015年8月27日， 公司七届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募集资金结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募集资金结余15,918,979.80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5年上半年，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

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

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015年上

半年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2015年半

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数控刀

片技改

项目

精密工具

建设项目

47,755 47,755 47,755 100% 2014.12.31 5,221 否 否

合计 - 47,755 47,755 47,755 100% -- 5,221 否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

2014年7月8日，公司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

案》。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原因如下：

1、数控刀片的市场现状使原募投项目短期内较难实现预期目标。

2、变更募投项目将有效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发展。

3、数控刀片产品仍然是公司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公司于2014年6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已披露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公告》（2014-4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控刀片技改项目” 已全部完成，但该项目产生的收

益未能达到预计的收入，其主要原因如下：

1、今年国内外经济持续低迷，下游机床和汽车行业发展放缓，影响数控刀片的需求；

2、国内其他中小数控刀片企业崛起，挤占了部分市场；

3、欧元和日元等进一步贬值，大幅提升了国外同类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

上述因素使数控刀片的整体价格不断走低，未达到预计收益。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

公司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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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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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15年9月15日15：30时

（2）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15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9月14日下午15:00至2015年9月15日下午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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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9月7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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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100号日盛华尔兹大厦21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改案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53）。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候选人及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53）。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在表决此议案时采取累积投票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

经深交所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董事会换届选举中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选举进行分类表决。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此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监事候选人及简历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54）。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在表决此议案时采取累积投票制。

三、会议登记方法

1、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代理人身份证、

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授

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异地股东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地点

时间：2015年9月11日（上午9：00—11：00时，下午13：00—16：30时）

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100号日盛华尔兹大厦21楼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57

2、投票简称：中钨投票

3、投票时间：2015�年9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中钨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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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 1，2.00元代表议案2，依次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

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其中议案 1�为《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议案2为《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则 2.01�

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2.02�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见下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非累计投票） 1.00

议案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累积投票） --

选举非独立董事（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6）

2.1 选举李福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01

2.2 选举杨伯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02

2.3 选举颜四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03

2.4 选举冯宝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04

2.5 选举盛忠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05

2.6 选举文跃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06

选举独立董事（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3）

2.7 选举潘爱香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7

2.8 选举苏东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8

2.9 选举易丹青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9

议案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累积投票） --

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2

3.1 选举王韬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01

3.2 选举金良寿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3.02

（3）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表决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的议案，表决意见对应的委托数量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对于累积投票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位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如下：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股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股

…… ……

合计 该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4）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表决权的总数（即股份数与应选人数之积）为限进行投票，如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表决权总数，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A、选举非独立董事

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把表决票投给 1�名或多名候选人，但投给 6�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

份数。

B、选举独立董事

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把表决票投给 1�名或多名候选人，但投给 3�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

C、选举监事

各股东拥有的表决权总数=持有公司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把表决票投给 1名或2名候选人，但投给 2�名监事候选人的票数合计不能超过股东拥有的表决权份数。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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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 15:00，结束时间为 2015�年9月15日 15: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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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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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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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者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3、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100号日盛华尔兹大厦21楼

邮编：412000

电话：0731-22165557� � 22165587

传真：0731-22165500

联系人：贾永军 周丽萍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章程。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个人（单位）出席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证券账户： 持股数：

委托人（法人）签名:�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章： 营业执照号：

受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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