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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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都 股票代码 002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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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严冰 戴文增

电话 0591-87987972 0591-87987972

传真 0591-87987982 0591-87987982

电子信箱 CIO@nhd.com.cn counselor@nhd.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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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4,320,242.20 3,789,478,844.84 -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611,673.26 17,598,027.18 16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4,253,214.84 16,914,937.09 161.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1,437,102.35 -189,576,944.58 1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3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03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0% 1.33%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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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6,267,735.68 3,792,196,230.54 -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83,859,844.29 1,037,248,171.03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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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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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09% 227,891,934 16,391,934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1% 42,282,000 0

陈双玉 境内自然人 4.67% 25,275,100 0

林汉文 境内自然人 2.51% 13,616,590 0

陈发树 境内自然人 2.02% 10,927,956 10,927,956

陈志勇 境内自然人 1.90% 10,312,900 0

刘晓初 境内自然人 0.74% 4,004,163 0

周文贵 境内自然人 0.65% 3,537,950 2,653,462

陈志程 境内自然人 0.50% 2,700,000 2,700,000

中国建设银行－南方盛元

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7% 1,999,87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是新华都集团的全资子公司，陈志程先生和

陈志勇先生系新华都集团法定代表人陈发树先生的弟弟。根据《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关于投资者及一致行动人的规定，新华都集

团、福建新华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陈发树先生、陈志程先生和陈志勇先生

应认定为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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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经济发展仍面临不少挑战，面对较为疲弱的消费市场和日益

激烈的行业竞争，连锁零售企业普遍增长乏力，为此，公司管理层群策群力，攻坚克难，按照年初既定的经营

计划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54,320,242.20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46,611,673.26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64.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4,

253,214.84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1.62%。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6家，关停3家，截止2014年6月30日，公司门店总数为124家，其中百货8家（经营

总面积约11.47万平方米）、百货超市综合体1家（经营总面积约3.3万平方米）、超市115家（其中6,000平方米

以上的大卖场共51家）；公司连锁门店面积近91万平方米，平均单店面积达7,3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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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文贵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公告编号：2014-025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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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上午10

点在福州市五四路162号华城国际北楼28层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8月15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送

达。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8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

董事长周文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14年8月2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14年8月22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14年8月22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002264� � � � � � � � � �公告编号：2014-026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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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上午11

点在福州市五四路162号华城国际北楼28层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付小珍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审议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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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4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本意

见前，未发现参与201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2014年8月22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14年8月22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2014年8月22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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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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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061,179.07 547,119,557.63 -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11,142.26 33,771,824.96 -9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264,760.45 31,587,831.56 -119.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3,552,606.78 33,132,274.71 31.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9 0.1150 -96.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9 0.1150 -96.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3.42%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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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7,699,907.22 2,029,808,197.05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6,303,973.63 1,485,841,300.05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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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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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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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8% 24,000,000 0

石河子丽源祥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1% 13,535,989 0

中国华电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1% 9,880,000 0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9% 8,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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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温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7%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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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3,404,954 0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6% 2,028,431 0

方成跃 境内自然人 0.25% 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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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洪亮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72,583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6,399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58,

982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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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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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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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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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6.12万元，同比减少6.59%；营业成本44,189.39万元，同比增长1.56%；

销售费用2,296.03万元，同比增长5.57%；管理费用4,456.81万元，同比增长11.82%；财务费用481.70万元，同比

减少58.79%；研发支出2,336.56万元，同比增长5.75%；实现营业利润-229.84万元，同比下降106.43%；实现利

润总额283.76万元，同比下降92.5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1.11万元，同比下降95.82%；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355.26万元，同比增长31.45%，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金额30,140.19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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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061,179.07 547,119,557.63 -6.59%

营业成本 441,893,857.04 435,100,419.48 1.56%

销售费用 22,960,328.27 21,748,969.94 5.57%

管理费用 44,568,060.41 39,856,176.32 11.82%

财务费用 4,816,973.59 11,689,003.67 -58.79%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8.79%，主要系报告期

内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以及利息支出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231,639.95 4,389,379.10 -71.94%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71.94%，主要系报告

期利润总额下降，计提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研发投入 23,365,643.62 22,094,841.90 5.7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552,606.78 33,132,274.71 3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1.45%，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8,075,930.75 -185,339,638.59 -47.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7.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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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59,091.91 618,315,088.56 -91.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91.92%，主要系报告期内吸收投资现金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5,105,386.02 465,920,183.54 -101.10% 主要系报告期内吸收投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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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A、应对外部市场环境的变化。报告期内公司积极调整市场拓展战略，在通过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稳

住现有国际大品牌客户订单的同时，加大开拓国内优秀名族品牌业务的力度，通过近半年的努力，公司已开

发了多家优秀民族品牌客户。目前公司已与相宜本草、自然堂、丹姿、珀莱雅、百雀羚、蓝月亮、丸美等优秀民

族品牌客户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深度服务，加深与该等客户的合作。

B、报告期内公司对组织架构、人事制度进行了全面梳理，根据实际情况适度微调公司组织机构，完善公

司薪酬和考核体系，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提升工作效率，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减少了用工人数，在员工工

资标准继续保持两位数增幅、社保和公积金缴交比例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将人工成本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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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公司主持编制的国家标准GB/T29336－2012《化妆品用共挤出复合软管》正式颁布，公司组织编制

的另一国家标准《无缝铝塑共挤出复合软管》草案在报告期内通过专家评审。

E、广州增城和吴江工厂建设项目稳步推进，目前已在竣工验收阶段，广州增城工厂建设项目预计下半

年可投入使用，吴江工厂建设项目预计2015年上半年可投入使用。

F、公司2014年度预算营业收入11.75亿元，利润总额0.7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0.62亿元。截至2014

年6月30日，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11,061,179.07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6.59%， 实现归属母公司净利润1,411,

142.2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5.82%。主要是公司主要客户群市场增长放缓甚至下滑，新项目、新产品尚未形成

规模，且今年以来深圳及上海用工成本持续上调、折旧费用等固定成本较去年同期增加明显、原材料单价仍

在高位运行等因素影响销售毛利下降明显，导致公司半年度营业收入、净利润完成情况未达分解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已通过提升工作效率、技改技措、工艺创新、加强生产考核管理、加强采购管理等措施消

化了部分人工成本上涨、原材料价格、折旧上涨等带来的成本压力。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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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790,234.78 349,364,272.11 12.39% -1.89% 8.41% -8.33%

灌装 55,978,682.98 53,893,233.39 3.73% -41.98% -32.79% -13.16%

其他 53,162,650.71 37,641,597.08 29.20% 20.39% 15.27% 3.14%

分产品

软管 267,234,572.25 232,499,074.56 13.00% 2.01% 12.64% -8.22%

吹瓶 69,691,503.79 61,822,150.19 11.29% -15.97% -8.19% -7.52%

注塑 61,864,158.74 55,043,047.36 11.03% 0.49% 13.45% -10.17%

灌装 55,978,682.98 53,893,233.39 3.73% -41.98% -32.79% -13.16%

其他 53,162,650.71 37,641,597.08 29.20% 20.39% 15.27% 3.14%

分地区

欧洲 39,352,307.89 35,900,438.96 8.77% -5.58% 3.74% -8.20%

北美 44,708,225.48 41,037,395.25 8.21% 18.79% 31.69% -8.99%

东南亚 37,858,296.26 34,955,013.44 7.67% -14.34% -6.73% -7.54%

华南(珠三角) 148,032,875.39 125,783,018.41 15.03% -25.41% -18.69% -7.03%

华东(长三角) 229,339,481.22 195,453,970.64 14.78% 4.69% 13.23% -6.43%

其他 8,640,382.23 7,769,265.88 10.08% 42.45% 71.06% -15.04%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说明：

A、2014年上半年化妆品、糖果类等消费品市场竞争激烈，受到民族品牌快速崛起的冲击，公司主要客户

群国际一线品牌增长放缓或下降，影响了公司产出和销售的实现。

（a） 公司包材业务主要含化妆品软管包装、 化妆品及糖果类吹瓶包装以及化妆品注塑罐及配套盖产

品，订单不饱和，包材产品收入未达到预期，同比下降1.89%；

（b）公司灌装业务主要含化妆品、日化用品灌装，受主要客户市场策略调整的影响，订单下降超5成，灌

装业务收入同比下降41.98%；

（c）公司其他业务增加，其主要含子公司的汽车注塑件、标签、模具销售，收入与去年同期增长20.39%；

（d）国外市场的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其中北美地区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8.79%，

主要原因是北美地区主要客户订单量上升的影响；

（e）国内市场的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8.88%，其中华南市场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25.41%，主要

原因是该区域主要客户增速放缓，致公司化妆品塑料包装、日化用品灌装业务在该区域下降较快。

B、2014年上半年公司包材业务毛利率12.39%，比去年同期下降8.33个百分点，灌装业务毛利率3.73%，比

去年同期下降13.16个百分点，产出和销售同比下降，人工成本持续上调，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等固定成本增加

明显，原材料单价在高位运行，以上因素影响包材和灌装业务毛利率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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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43� � �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14-042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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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8月20日上午9：

30在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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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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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王楚先生因出差在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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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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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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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4年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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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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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截止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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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43� � � �股票简称：通产丽星 公告编号：2014-044号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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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8月20日上午11:

00在公司在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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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监事

会会议通知已于2014年8月10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送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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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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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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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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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刊登在2014年8月22日 《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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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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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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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深圳市通产丽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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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 股票代码 6012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茹敏 石敏

电话 029-81772581 029-81772581

传真 029-81772601 029-81772601

电子信箱 shaanxicoal@shccig.com zqb@shcc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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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89,492,168.89 81,986,521,636.48 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768,206,545.69 30,914,408,848.67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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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688,889.47 2,944,546,086.22 -88.26

营业收入 21,119,562,363.04 19,445,237,158.69 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25,808,486.83 2,703,151,020.36 -69.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22,471,916.97 2,732,400,362.28 -69.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9 8.70 减少6.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0 -72.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49,99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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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3.36 6,336,916,955 6,312,825,155 未知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8.89 889,130,304 889,130,304 未知

绵阳科技城产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其他 5.85 585,100,000 585,100,000 未知

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4.45 444,565,152 444,565,152 未知

陕西有色金属控股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66 266,739,091 266,739,091 未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9 179,900,000 179,900,000 未知

陕西黄河矿业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5 135,000,000 135,000,000 未知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5 125,000,000 125,000,000 未知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国有法人 1.00 100,000,000 100,000,000 未知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转持三户

国家 0.97 97,827,268 97,827,268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外，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受宏观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2014年上半年，煤炭市场继续呈现总量宽松态势，下游四大

行业消费增幅减少，净进口增加，煤炭价格下降。公司加强商品煤质量管理，积极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和运输

结构的调整，加强成本管理和风险控制，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报告期内，煤炭产量、销量、收入同比增长，利润

总额、每股收益同比有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在煤炭总量同比持平的情况下，调整产量结构，充分发挥了陕北矿区优质煤的产能占比优势。报告

期内，公司完成原煤产量5,758万吨，同比增加32万吨，增长0.56%。其中，陕北矿区煤炭产量3,089万吨，同比

增加224万吨，增长7.8%。通过加强煤质管理，报告期内公司混煤平均发热量达到5377千卡/千克。

在煤炭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公司专业化的统一销售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煤炭销

量6,566万吨，同比增加707万吨，增长12.07%。公司加大铁路运输协调力度，报告期内实现铁路运输销量2,714

万吨，同比增加307万吨，增长12.77%，主要为陇海线、宁西线等增量。

公司通过强化内部管理、争取外部政策等方式实现降本增效。由于成本费用组成要素刚性强，下降空间

小，报告期内，公司自产原选煤完全成本181.76元/吨，同比减少2.06元/吨，降幅1.12%；公司自产原选煤坑口

价232.82元/吨，同比降低52.05元/吨，降幅18.27%，成本降幅远小于价格的下跌。

受益于销量增加及物流发展，营业收入同比上升。报告期内，公司商品煤综合售价306.29元/吨，同比减

少9.9元/吨，降幅3.13%；实现营业收入211.20亿元，同比增加16.74亿元，增长8.61%。

受煤炭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公司利润指标同比下降幅度较大。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2.94亿

元，同比减少28.36亿元，下降55.29%；实现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6亿元，同比减少18.77亿元，下降

69.45%；实现基本每股收益0.08元/股，同比减少0.22元/股，下降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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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9,562,363.04 19,445,237,158.69 8.61

营业成本 13,655,839,043.15 11,067,266,567.50 23.39

销售费用 2,374,978,689.96 459,367,195.97 417.01

管理费用 2,074,296,249.97 2,122,931,626.69 -2.29

财务费用 356,277,327.29 376,724,784.97 -5.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5,688,889.47 2,944,546,086.22 -88.2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7,393,287.29 -2,888,934,148.02 41.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96,582,937.80 -4,810,906,702.12 201.78

研发支出 316,315,185.98 350,014,268.86 -9.63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销售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所属运销集团应部分客户要求实行一

票制结算，运输费用由运销集团承担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减少主要原因是煤价持续下降，货款回收难度大，应

收账款增加21亿元，应收票据增加4亿元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减少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彬长矿业胡家河煤矿上期支

付探矿权价款11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

38亿元及本期借款净增加16亿元、上期借款净减少43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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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采掘业 20,078,418,774.73 12,807,845,965.24 36.21 8.39 23.94

减少8个百分

点

铁路运输业 435,256,572.78 345,275,308.14 20.67 1.23 12.71

减少8.08个百

分点

其他 398,381,086.52 341,831,721.20 14.19 64.16 61.06

增加1.66个百

分点

??合计 20,912,056,434.03 13,494,952,994.58 35.47 8.93 24.35

减少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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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煤 17,968,402,410.44 11,807,302,465.06 34.29 13.02 29.38

减少8.31个百

分点

洗 煤 2,110,016,364.29 1,000,543,500.18 52.58 -19.66 -17.15

减少1.44个百

分点

运输业务 435,256,572.78 345,275,308.14 20.67 1.23 12.71

减少8.08个百

分点

其 他 398,381,086.52 341,831,721.20 14.19 64.16 61.06

增加1.66个百

分点

??合计 20,912,056,434.03 13,494,952,994.58 35.47 8.93 24.35

减少8.00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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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地区 13,179,291,770.50 6.61

华中地区 3,126,507,740.76 28.66

华南地区 17,961,480.76 983.35

华东地区 2,448,675,940.22 -13.12

西南地区 291,160,683.20 7,267.85

东北地区 100,332.10 -99.9

华北地区 1,848,358,486.49 24.74

合 计 20,912,056,434.03 8.93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各矿区地处陕西煤炭资源富集地，具有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区位优势，是距离华中、华东、西南等

能源消费地最近的西部省区。作为陕西唯一省属特大型煤炭企业和国家确定的陕北大型煤炭基地的两个开

发主体之一，公司在国家煤炭产业集中化进程中，在资源获取、整合地方矿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

公司煤炭资源储量丰富，且大部分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好，地质结构简单，单位产能投资规模低，有利于

生产规模化、集中化、机械化发展。公司所属大部分煤炭品质优良，低灰、低硫、高发热量，是优质的环保动

力、冶金及化工用煤，现有"黄灵牌"、"玉华牌"、"红柳林牌"等多个煤炭行业知名品牌。

公司注重科学技术的创新研发和实践应用，多项技术创新成果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具备显著的

技术优势。所属陕北能源基地按照"生产规模化、技术现代化、服务专业化、管理高效化"的建设方针建成的

大型现代化矿井群初具规模，同时创造了陕西煤业矿井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企业文化、经营模式等多项

示范成果，将是陕西煤业厚积薄发的力量源泉。

公司以专用铁路和实体产业供销平台为载体，完善产供销物流节点，面向大市场，聚焦重点区域市场、

重点客户，依托信息技术，打造现代物流平台，创新商业模式，降低物流成本，通过物流园区和节点的构建，

实现了市场前移、库存转移和淡存旺销，提高了分销转运能力和物流收入，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公司致力于应用管理创新工具建立公司的核心竞争软实力，煤矿安全生产、精细化管理得到了国家、行

业监管部门等的肯定，并授予多项荣誉，各项指标在同行业均处于有竞争力的水平。公司的管理团队，是一

支有着丰富经验和卓越能力的团队，长期专注于能源行业，致力于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 �投资状况分析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对外股权投资情况：2014年上半年公司股权投资额为32,217.82万元，较上年增加32,217.82万元。主要是

投资17367.82万元收购湘煤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51%的股权、投资9000万元组建韩城市汇丰物流贸易有限公

司占其45%的股权、投资2450万元组建中南煤炭运销有限公司占其49%的股权及投资3400万元组建陕西榆林

铁路运销公司占其20%的股权。 韩城市汇丰物流贸易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煤炭、煤制品等的购销以及物流

配送，中南煤炭运销有限公司主要业务是煤炭及制品采购、销售及网上销售，陕西有色榆林铁路运销公司主

要业务是有色金属生产原料及货物的销售和铁路运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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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合并范围未发生变更。

2、本公司存在持有半数以上表决权比例但未纳入合并范围的情形：本公司所属运销集团与株洲洁净煤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湖南黑金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湖南省湘潭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丙方）于2013年12月27日签订了《湘煤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重组协议》，协议约定，由运销集团通过从

乙方受让股权的方式持有株洲洁净煤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股权重组交易完成之日前（重组过渡期）的全

部损益由乙方、丙方享有和承担。运销集团于2014年3月向乙方支付股权收购款173,678,200.00元，于2014年6

月27日完成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由于截止报告日尚在进行重组过渡期的损益认定，运销集团将已支付股

权收购款计入存出投资款，待股权重组完成之日起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并纳入合并范围，故报告期未将其纳

入合并范围。

3、本公司红柠铁路控股的陕西神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登记的注册资本52,000万元、实收资本26,000万

元，红柠铁路持股60％。鉴于准神铁路陕西段移交西延公司建设和管理，根据该公司第四次股东会、第五次

股东会决议,已累计退还股东95%资本金，剩余5%资本金待财务清算完成后退还。2012年10月31日，该公司刊

登注销公告,进入清算期，自2012年10月31日后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本公司不存在持有半数及半数以下表决权比例，但纳入合并范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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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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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时间：2014年8月21日上午9时

会议地点：西安市锦业一路2号陕煤化大厦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本次会议”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具体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1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9139593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7.91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1314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13

（三）会议主持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照乾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5名，4名董事因故无法亲自出席；公司在任监事3人，亲自出席监事2

名，1名监事因故无法亲自出席；公司董事会秘书张茹敏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以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票数与投票总股

数比例

1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选举李金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791264539 99.99%

1.2 选举万永兴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791264540 99.99%

1.3 选举盛秀玲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791264540 99.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1.1�选举李金峰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980117280票，与投票总股数的比例为11.15%。

1.2�选举万永兴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980117281票，与投票总股数的比例为11.15%。

1.3�选举盛秀玲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980117281票，与投票总股数的比例为11.15%。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易建胜、郭一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经其审验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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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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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2日以书面

方式送达，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的董事8人，董事胡腾鹤

先生因故未能出席，书面委托董事宋老虎先生代为出席表决。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

人员列席了会议， 公司董事长杨照乾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 通过《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票：9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批准《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并公布前述定期报告及摘要。

2. 通过《关于<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9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批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公布前述报告。

3. 通过《关于调整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赞成票：9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批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杨照乾

委员：华炜、胡腾鹤、李金峰、万永兴

2、审计委员会

主任：盛秀玲

委员：李金峰、李向东

3、提名委员会

主任：万永兴

委员：杨照乾、盛秀玲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李金峰

委员：王湘潭、盛秀玲

5、安全健康与环保委员会

主任：宋老虎

委员：李金峰、万永兴

上述各委员会主任与委员的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各委员会主任与委员在第二届董

事会担任董事的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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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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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2日以书面方

式送达，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2名，监事张梦娇女士因故

未能出席，书面委托监事李仰东先生代为出席表决。公司董事会秘书等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监事会主

席赵秦川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 通过《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票：3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通过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上

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2. 通过《关于<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3票， 反对票：0票， 弃权票：0票。

通过公司2014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

符合法律、法规及上市监管机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及实际使

用情况。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1日

2014年 8 月 2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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