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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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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 2013年 5月 30日刊发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由于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程序较复杂，重组方案还在进一步论证、完善中，本公司无法按原定时间复牌。 为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本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年 7月 31日起继

续停牌 30天，预计复牌时间为 2013年 8月 30日。

截止目前，本公司初步拟定的重组基本方案为：公司以发行股份加支付现金方式购买金英马影视文化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持有的金英马影视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同时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总交易金额的 25%。

本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论证重组方案。 本公司及聘请的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的尽

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交易各方针对重组方案的细节仍在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 因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本公司股票仍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情况公告。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发布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请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532� � �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2013-031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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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2013年 7月 8日，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收购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飞亚电子” ）全部股权，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浙江飞亚电子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3-029）。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向飞亚电子原股东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 1,952 万元，并办理了飞亚电子股权转

让等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将相关变

更信息公告如下：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高健翔 张俊杰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许可经营项目：摩托车、汽车零部件及其制造设备的制

造、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3

年 11月 30日）

一般经营项目：批发、零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摩

托车、 汽车零部件及其制造设备的技术开发和技

术服务。

许可经营项目：摩托车、汽车零部件及其制造设备

的制造（在许可证的有效期内经营）。

股东

浙江益鹏发动机配件有限公司，1200万元；

钱江集团有限公司，1600万元；

曹松陵，400万元；杨延相，400万元；郗大光，400万元。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4000万元

组织机构

董事长：高健翔； 董事：郭东勋、刘昌文、吴菊明、杨延

相、张宝欢、郗大光

经理：郗大光 监事会主席：孙为民 监事：金中国、吴

振勇

执行董事：张俊杰

总经理：张俊杰

监事：严先发

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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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惠天热电 股票代码 000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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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晓荣 刘斌

电话 024-22905836 024-22928062

传真 024-22939480 024-22939480

电子信箱 max228228@163.com htrdlb@21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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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946,434.00 799,955,219.30 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07,093.63 14,838,396.91 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431,056.21 7,562,562.78 -28.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2,040,732.24 -349,246,747.49 -43.7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567 0.0557 1.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567 0.0557 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 1.67%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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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2,784,187.15 3,309,836,367.84 -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61,674,956.41 1,246,003,491.47 1.26%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1,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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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供暖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1% 93,525,059 质押 46,750,000

宁波宁电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3% 9,672,745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泽熙 1期单一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5% 9,449,726

中国民生银

行－华商策略

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 5,990,693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华商领先

企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5% 5,987,700

喻建华 境内自然人 1.32% 3,514,260

上海新理想实

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3% 3,000,000

中国建设银

行－华商价值

共享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5% 2,007,062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中

融增强 77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6% 1,500,500

宁兆辉 境内自然人 0.36% 955,�6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无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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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694.64 万元， 同比增长 7.1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0.71万元，同比增长 1.81%。

报告期内，公司面临北方极寒天气的严峻形势，积极应对困难，全面完成了 2012-2013 采暖期的供热

任务。 供热运行结束后，公司围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深化组织机构改革，实现了生产、经营、工程的区域

化管理；同时积极推广新型煤粉锅炉的应用，并积极组织新热源建设及现有热源和管网的改造工作，严把

“三修”的质量关和进度关，为保障 2013-2014采暖期供暖效果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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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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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未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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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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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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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通达动力 股票代码 00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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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洋 朱维维

电话 0513-86213861 0513-86213861

传真 0513-86213965 0513-86213965

电子信箱 tdluyang@tdchina.com zhuww@tdch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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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790,285.64 402,517,747.84 6.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44,409.22 16,894,278.39 -7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183,787.94 8,129,941.31 -4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952,945.82 36,920,689.22 -151.3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1 -7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1 -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1.93%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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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842,212.14 1,025,793,750.77 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7,681,014.07 857,989,604.85 -0.04%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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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姜煜峰 境内自然人 35.82% 59,133,177 59,133,177

羌志培 境内自然人 7.41% 12,235,648 0

王岳 境内自然人 4.77% 7,873,413 5,905,059

言骅 境内自然人 1.17% 1,927,059 1,445,294

周益民 境内自然人 0.94% 1,549,950 0

胡浩 境内自然人 0.77% 1,272,236 0

张仁芬 境内自然人 0.68% 1,124,100 0

彭进杰 境内自然人 0.67% 1,101,177 0

金志炎 境内自然人 0.62% 1,031,030 0

王庆新 境内自然人 0.49% 810,04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姜煜峰、羌志培、王岳、言骅、胡浩、彭进杰和金志炎为发起人股东，八

名发起人股东与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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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上述发起人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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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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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形势受 2012年宏观经济调控、投资增速放缓等诸多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回升依

然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挑战。传统制造业受国内外需求不足影响，面临产能过剩、转型升级的压力。公司综

合当前经济形势，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推进设备自动化改造，积极拓展市场空间，提升管理水平，加大重点

市场客户开发力度等措施，尽力消除市场减利因素。报告期内，公司完成营业收入 4.29亿元，较上年同期上

升 6.53%；实现利润总额 610.72万元，同比下降 71.0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4.44 万元，较

上年同期下降 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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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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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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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月 21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研究决定使用超募资金 1,800万元和施建锋先生共

同投资设立江苏富松模具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 报告期内，合并报表中增加了江

苏富松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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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姜煜峰

2013年 8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576� � �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3-034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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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动力” 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3年 8月 19日在公司科技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以电

话、书面文件及电子邮件的方式于 2013年 8月 13日向各位董事发出。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姜煜峰先

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其中盛波、傅丰礼、贺小勇和张晓荣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出席

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发出表决票 7张，收回有效表决票 7张，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江苏通达动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2、 审议通过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议案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备查文件

1、《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576� � �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3-035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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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动力” 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3年 8月 19日在公司科技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以电话、书面文

件的方式于 2013年 8月 13日向各监事发出。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建忠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发出表决票 3 张，收回有效表决票 3 张，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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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与《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江苏通达动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 审议通过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 8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576� � �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2013-036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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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一项发明专利和八项实用新型专利，并取得了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相关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

登记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专利权

期限

证书号

1

ZL� 2011� 1�

0053849.1

一种风电转子热套轴工艺 发明专利 2011年 3月 7日 20年 第 1147601号

2

ZL�2012�2

024322

7.5

一种电机闭口槽转子铁芯压

铸结构

实用新型 2012年 5月 25日 10年 第 2761891号

3

ZL� 2012� 2�

0417395.1

一种电机定子端板的包装装

置

实用新型 2012年 8月 21日 10年 第 2882734号

4

ZL�2012�2

044853

1.3

一种高压电机冲片叠压装置 实用新型 2012年 9月 4日 10年 第 2882346号

5

ZL� 2012� 2�

0516014.5

一种电机冲片的成台预压装

置

实用新型 2012年 10月 10日 10年 第 2882484号

6

ZL�2012�2

061981

2.0

一种定子端板点焊定位盘装

置

实用新型 2012年 11月 21日 10年 第 2913631号

7

ZL�2012�2

056150

7.0

一种冲片落料自动取料装置 实用新型 2012年 10月 29日 10年 第 2929001号

8

ZL� 2012� 2�

0515520.2

一种检验斜止口的量具 实用新型 2012年 10月 10日 10年 第 2980320号

9

ZL� 2012� 2�

0632910.8

一种电机复式冲片自动接料

装置

实用新型 2012年 11月 27日 10年 第 3033703号

以上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公司发挥技术研发优势，提升核心竞争

力。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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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简称 宏昌电子 股票代码 603002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交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兴安 陈义华

电话 020-82266156 020-82266156

传真 020-82266645 020-82266645

电子信箱 stock@graceepoxy.com stock@graceepoxy.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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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638,346.93 1,378,937,719.34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56,984,431.12 840,106,517.32 2.01

本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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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19,409.44 52,733,083.68 -192.01

营业收入 592,263,573.92 606,180,220.48 -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289,221.46 22,783,754.41 3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0,855,648.72 22,317,866.99 38.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7 4.15 减少 0.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8

2.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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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LTD.

境外法人 52.5 210,000,000 210,000,000 无

江阴市新理念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47 24,990,000 0 未知

新疆德道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999 19,999,990 0

质押

19,960,000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01 11,205,835 0 未知

林烈权 境内自然人 0.575 2,300,000 0 未知

赵福俊 境内自然人 0.575 2,300,000 0 未知

深圳市正通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1,400,000 0 未知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 未知 0.154 618,500 0 未知

徐子听 境内自然人 0.135 542,164 0 未知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未知 0.127 508,8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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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电子级环氧树脂的生产和销售。

2013年上半年面对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增速放缓的外部环境，公司坚持以顾客需求及市场竞

争为导向，以“取代进口品、就近服务”为市场定位。不断优化产品组合，大力开发高端、绿色环保产品，提供

周到、完善的客制化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销售环氧树脂产品 3.45 万余吨，实现营业总收入人民币 5.9 亿元，营业利润人民币

3,677万元，保持持续稳定经营。

(一)主营业务分析

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92,263,573.92 606,180,220.48 -2.30

营业成本 532,768,517.46 553,399,298.80 -3.73

销售费用 14,931,216.31 14,143,566.05 5.57

管理费用 21,113,924.76 12,233,483.29 72.59

财务费用 -12,106,986.42 -410,391.11 2,85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519,409.44 52,733,083.68 -192.0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74,712.45 7,612,061.39 153.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190,091.00 249,553,019.37 -110.90

研发支出 9,773,706.01 26,227,985.39 -62.73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受市场变化影响，产品售价下跌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受市场变化影响，原料单价下跌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运输费用随销量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用人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利息收入与汇兑收益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受限制的定存到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期增发 1亿股,本期支付现金股利和偿还利息支出；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发试制新产品部分处于配方阶段,减少试制原料投入所致。

2、其它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阻燃型树脂和液态型树脂销售，分别占总收入比重为 55.9%和 24.7%。

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减少 2.3%，主要原因是下游客户需求相对平淡，报告期产品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下跌

幅度为 5.7%。但公司在售价下跌的同时，积极改变策略,加大销售力度，调整各产品规格。特别针对一些高端

客户、小量多样化的中小型客户、及二线城市和地区的销售，有力推进，使整体销量稳步增长，报告期销量同

比增加了 3.25%。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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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氧树脂 590,705,124.96 532,768,517.46 9.81 -2.28 -3.73

增加 1.35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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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燃环 氧树

脂

330,175,453.54 296,583,778.17 10.17 21.7 19.61

增加 1.57个百

分点

液态环 氧树

脂

145,759,689.90 134,294,369.28 7.87 -29.54 -31.23

增加 2.26个百

分点

固态环 氧树

脂

65,610,693.53 55,914,472.73 14.78 -5.13 -8.29

增加 2.93个百

分点

溶剂环 氧树

脂

40,763,502.00 36,527,236.01 10.39 -24.93 -24.4

减少 0.63个百

分点

其他环 氧树

脂

8,395,785.99 9,448,661.28 -12.54 190.65 964.12

减少 81.8个百

分点

合计 590,705,124.96 532,768,517.46 9.81 -2.28 -3.73

增加 1.35个百

分点

1、阻燃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最大，占主营收入比重为 55.9%，阻燃型树脂包括一般规格和特殊规

格，主要应用于电子电气。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公司加大力度进行客制化品种开发。

2、液态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次之，占主营收入比重为 24.7%，液态型环氧树脂作为一种应用极为广

泛的基础树脂，利润变差，上半年公司成功转向以中高端应用领域为主，缩减液态普通应用领域销量，以平

衡整体利润。

3、固态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排第三，占主营收入比重为 11.1%，固态型环氧树脂主要应用于涂料行

业，公司积极转向高端功能性涂装应用行业为主。

4、溶剂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排第四，占主营收入比重为 6.9%，溶剂型环氧树脂主要应用于船舶和

集装箱方面的涂料行业。该行业今年平均开工维持 4成左右，公司积极拓展高级烤漆应用之中小客户，维持

相对较好之利润。

5、其它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排第五，占主营收入比重为 1.4%，其它型环氧树脂主要是特殊应用品

或客制品、试制品等。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一、内销

华东 221,672,099.27 -0.27

华南 276,293,179.56 14.48

其他 6,265,268.53 -7.03

二、外销国外 18,099,948.15 -21.56

三、进料对口

华东 15,684,349.41 -25.39

华南 52,690,280.03 -41.49

合计 590,705,124.96 -2.28

公司的销售以内销为主， 报告期间国内销售实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85.4%（其中华南地区占比

46.8%，其次是华东地区占比为 37.5%，其他地区占总收入比为 1.1%）。

报告期间公司外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 14.6%，外销又分为外销国外（占总收入比为 3.1%）和进料对

口（占总收入比为 11.5%，其中华南地区占比为 8.9%，华东地区占比为 2.6%）。

董事长：林瑞荣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19日

证券代码：603002� � �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13-022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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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于 2013 年 8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3年 8月 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九

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票，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8月 21日

证券代码：603002� � �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2013-023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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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监事会于 2013 年 8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3年 8月 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

实际出席监事三名。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3票，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监事会对 2013年半年度报告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报告及摘要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3 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

况等事项；保证公司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就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在报告编制和审议过程中,没有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同意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对外报出。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3票，赞成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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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和《公司募集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格式指引）》及《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宏昌电子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编制了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的《2013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385号文的核准，公司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

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1 亿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6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60,000,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 40,128,455.69元，募集资金净额

为人民币 319,871,544.31元，募集资金净额于 2012年 5月 9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上述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职穗QJ（2012）108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是 324,310,391.41元，明细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元

序号 项 目 金 额

一 募集资金净额 319,871,544.31

二 募集资金使用 -2,017,792.25

三 利息收入 6,457,173.85

四 手续费支出 -534.50

五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24,310,391.41

其中：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220,000,000.00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 104,310,391.41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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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3 年 5

月 7日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2012年 5月， 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公司已经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账号：683458730310）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存放

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

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公司专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余额明细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

中国银行广州开发区分行 683458730310 104,310,391.4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募投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2,017,792.25元。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3年 4月 11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实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如下：

2013年 5月 24日，公司以人民币 7,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物华添宝”

人民币理财计划理财产品，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 4.1%，起止期限为 2013 年 5 月 24

日至 2013年 10月 24日。

2013年 5月 24日，公司以人民币 7,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厦门国际银行飞越理财人民币“利利

共赢”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 4.2%，起止期限为 2013 年 5 月

24日至 2013年 12月 21日。

2013年 6 月 6 日，公司以人民币 8,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银行广州开发区分行人民币“按

期开放” 理财产品，该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预期年化收益率 3.1%，起止期限为 2013 年 6 月 6 日至 2013 年

7月 9日。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具体内容， 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的

2013-009、2013-016、2013-017号公告。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进行了调整。

2012年 5月 7日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珠海电子用高科技化学品募投项目调整议案》。由

于项目规划较早，工艺技术及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同意珠海宏昌电子用高科技化学品募投项目年产能，

由原设计 ８ 万吨 / 年，调整至 11.7 万吨 / 年；同意建设投资由原 8,080 万美元，调整至人民币 43,223 万元

（折合 6,877万美元）。 本次调整不涉及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变更。

上述募投项目调整具体内容， 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的 2013-007、2013-011、

2013-013号公告。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1,987.1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8.1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1.7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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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用

高科技

化学品

项目

无 62,883 43,223 - 78.16 201.78 - - -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62,883 43,223 - 78.16 201.78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22,000 万元正，详见报告正

文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

募集资金其它使用情况 -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

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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