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404� � �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2014-064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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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已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分别通过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披露了《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本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发布关于召

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 8月 25日（星期一）下午 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 8 月 25 日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 8 月

24日 15：00至 2014年 8月 25� �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4年 8月 20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号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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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同一股东账户同时存在现场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网络投票三种方式之两种及两种以上的，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会员，如果需要根据委托人

（实际持有人）的委托对同一议案表达不同意见的，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分拆

投票。

（七）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截止 2014年 8月 20日下午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不能亲自出席

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审议

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具体如下：

议案编号 审议事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1

《公司

2013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计提和分配方案》 是

2

《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否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披露请查阅公司 2014年 8月 8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持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股东授权委托

书样式详见附件 1）

（二）登记时间： 2014年 8月 21日 -22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4:00～16:00。

（三）登记地点：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号公司证券办公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

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 8月 25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午 13：00至 15：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0404

华意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 360404；

(3)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具体议案对应申报价格如下表所示：

议案编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总议案 对下列所有议案进行表决

100.00

1

《公司

2013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计提和分配方案》

1.00

2

《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2.00

注：100.00元代表对总议案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进行表决，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代表议

案 2。

(4)输入表决意见。

具体表决意见对应股数如下表所示：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反对

2

弃权

3

（5）确认委托完成。

4、投票举例

（1）如股权登记日持有“华意压缩” A�股的股东，对全部议案投赞成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0404

买入

100.00

元

1

股

(2)�如股权登记日持有“华意压缩” A�股的股东，对议案 1投反对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0404

买入

1.00

元

2

股

5、注意事项:

(1)对上述表决议案可以按任意次序进行表决申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系统，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

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 年 8 月 24 日 15:00 至 2014 年 8 月

2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 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将返回一个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13:

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

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

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0755-83239016。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 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华意压缩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

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4、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更改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事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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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 1号

(2)邮政编码：333000

(3)电 话：0798-8470237

(4)传 真：0798-8470221

(5)联 系 人：巢亦文、章魏

2、会议费用：现场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 1：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按如下意思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公司

2013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计提和分配方案》

2

《关于改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

受委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东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样本自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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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马电器 股票代码

002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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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石琼 冯胜男

电话

0760-23130225 0760-23130226

传真

0760-23137825 0760-23137825

电子信箱

homa@homa.cn homa@ho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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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723,203.32 2,182,518,092.08 13.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6,941,844.41 98,127,665.49 19.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2,869,665.80 89,529,458.08 37.2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7,540,069.14 23,201,823.21 449.7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71 0.59 20.3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71 0.59 20.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0% 8.04%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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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705,973.30 2,860,843,994.41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9,942,110.69 1,351,030,766.28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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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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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施诺工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6.24% 93,000,000 93,000,000

东盛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3.91% 23,000,000 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融

新

295

号

其他

0.35% 571,501

胡德明 境内自然人

0.30% 491,921

路强 境内自然人

0.24% 400,000

黄佳星 境内自然人

0.20% 326,944

兴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8% 300,0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中山施诺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东盛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两者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另外八名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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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黄佳星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0644

股，按照实名重新排序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上表所示。

刘嘉玲 境内自然人

0.48% 800,000

叶光 境内自然人

0.52% 852,165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

－

尊嘉

ALPHA

证券

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51% 84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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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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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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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程控股 股票代码

00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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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格艺 文启明

电话

0731-85534994 0731-85534994

传真

0731-85535588 0731-85535588

电子信箱

gege1608@126.com wqm0708@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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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8,018,018.34 2,144,608,078.78 2.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4,225,350.84 88,424,541.25 -1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0,192,283.14 67,036,214.05 -10.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7,684,804.80 -380,980.12 -17,928.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365 0.1627 -16.1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365 0.1627 -16.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0% 5.1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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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6,353,088.12 3,814,944,614.75 -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47,583,814.91 1,773,358,464.07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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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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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通程实业

（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5.11% 245,226,284

质押

174,200,000

朱小妹 境内自然人

1.53% 8,324,106

湖南天辰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4% 7,305,090

湖南星电建设

实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 5,887,499

张桐敏 境内自然人

0.90% 4,883,536

李志鹤 境内自然人

0.87% 4,707,585

长沙水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69% 3,748,290

丁碧霞 境内自然人

0.62% 3,349,707

李裕婷 境内自然人

0.55% 2,988,365

杨林发 境内自然人

0.41% 2,241,1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法人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流通股东与其他股东之

间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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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面对宏观经济增速放缓持续，零售行业面临消费复苏缓慢、渠道竞争激烈，酒店行业受

市场理性回归的影响持续加深的形势，公司按照既定的经营计划，适应性的努力推进各项工作，基本上完

成了计划目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98,018,018.34元，净利润 74,225,350.84元。报告期末，公司

资产总额 3,486,353,088.12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847,583,814.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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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兆达

2014年 8月 22日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000419� � � �公告编号：2014-015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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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4 年 8 月 20 日在通程国际大酒店行政

会议室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公司董事均全部亲自出席。本次董

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书面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公司 201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2014年中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证券代码：000419� � � �公告编号：2014-016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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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 5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唐建成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并形成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

二、会议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14年半年度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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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立浦 股票代码

00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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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国辉

电话

0757-88374384

传真

0757-88374990

电子信箱

elecpro@elecp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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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990,408.51 303,553,863.80 -14.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232,824.24 3,918,637.01 -48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637,972.58 702,244.96 -2,042.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029,682.12 13,461,820.43 -211.6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76 0.0251 -488.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76 0.0251 -48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2% 1.19% -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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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309,806.48 492,907,789.25 1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02,675,164.60 332,750,961.55 -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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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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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梧桐翔

宇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66% 38,463,380 38,463,380

质押

38,463,380

立邦（香港）实

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95% 28,002,500

质押

28,000,000

西藏泓杉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7% 4,950,000

佛山市南海伊

拓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4% 4,427,932

潘长忠 境内自然人

2.77% 4,328,500

佛山市南海伊

林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2% 4,239,588

中国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 1,685,700

新时代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

象泰一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58% 910,320

四川信托有限

公司

－

宏赢十

九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58% 897,321

北方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

司

-

金福一号

证券集合资金

信托

其他

0.56% 871,6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二、第四及第六大股东均为发起人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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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国内经济仍处于转型阵痛期，GDP增速持续放缓， 制造出口型企业面临外部环境依然

严峻。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创新发展机制、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理念，在电器设备业务方面，加大产品销售结

构的调整力度，突破传统市场领域，积极布局主流市场和新兴市场，强化产品质量控制、优化设计结构，大

力推行经营全环节的信息化、自动化和完善绩效考核，调整组织结构、优化人员配置、提升员工技能；在通

用航空业务方面， 稳步推进五年发展规划， 积极寻找并收购了部分估值合理甚至严重偏低的优良通航资

产，通过国际并购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提高了公司研发水平和管理能力，利用上述海外标的资产现有的销

售渠道和客户资源，完成全球化布局，以提高在通用航空领域的整体竞争力。 公司通过上述措施的实施，力

争为公司未来可持续健康发展做好铺垫和准备。

但是由于电器设备业务的下游客户需求疲软，新增订单减少，公司销售收入有一定幅度下滑；生产要

素成本的上涨、汇率波动的加大进一步增加企业运营的难度，同时，通用航空业务尚处于拓展培育期，前期

相应费用投入大。以上因素导致公司上半年经营业绩出现亏损。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6,099.04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 14.0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523.28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

度为 48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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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年初相比本期新增合并单位 2 家， 分别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伊立浦电器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AeroSteyrRotaryS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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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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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 股票代码

0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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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山清 唐智乐

电话

0755-25170336 0755-25170382

传真

0755-25170367 0755-25170300

电子信箱

zgbajt@163.net zgbajt@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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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4,000,027.15 1,985,552,015.09 -8.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0,111,148.97 31,012,214.09 642.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2,343,931.50 77,661,302.96 -257.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060,117.31 -106,338,732.49 16.2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53 0.021 6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53 0.021 6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3% 1.04%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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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63,051,610.10 13,611,801,387.92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44,847,570.24 3,201,730,332.04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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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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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富安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34% 154,824,936 0

质押

154,813,000

深圳市宝安区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6.23% 78,166,619 0

浙江诸暨华恒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0% 47,713,271 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0% 13,792,309 0

市房地产建设

开发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1% 11,473,505 11,473,505

冻结

11,473,505

中国工商银

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2% 9,047,834 0

中国银行

－

易

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2% 7,768,417 0

李二军 境内自然人

0.58% 7,28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嘉

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51% 6,394,824 0

鸿阳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47% 5,902,81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两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股东浙江诸暨华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7,713,271

股，股东李二军通过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2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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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本集团在《宝安宪章》的统领下，全面落实“三力系统” ，深入实施“标杆管理” 和“加

减法” ，以优化资源配置和完善管控体系为基础，坚持“抓销售、调结构、促创新” 的发展思路，以全面提高

经济效益为目标， 着力建设一个以新材料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集团。 报告期内， 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181,

400.00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8.64%；营业成本 116,567.26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4.19%；销售费用 21,084.18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0.14%；管理费用 26,646.80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6.33%；财务费用 10,559.89 万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12.57%；实现营业利润 33,988.5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02.8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23,011.11万，比上年同期增长 642.00%。

（1）新能源、新材料及其它高新技术产业

本集团控股的贝特瑞公司得益于行业龙头地位的进一步巩固， 以及与大客户建立深层次的战略合作

关系，继续保持产销两旺的喜人业绩。报告期内，贝特瑞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9.73%，其中 5月份创出单

月出货超过 2000吨的历史最好成绩。 在市场开拓方面，通过前期对国外市场客户新业务领域的大力推进，

用于高端软包电池两种规格的人造石墨负极材料已开始批量供货；LG通过了一款人造石墨的认证， 可代

替目前使用的日本材料，进一步扩大了贝特瑞人造石墨材料的影响力；汽车电池方面，松下和 LG都进行了

更深入的评测；与美国 A123在储能和汽车领域已展开多方面的合作，预计下半年开始实现批量供货；国内

大客户开发进展顺利，实现了对国内最大的两家 18650圆柱电池厂的单月销量突破。 在新产品研发方面，

硅碳 BSCN和 BLSN材料实现进一步的技术突破，活性炭中试放量（50公斤级），NCA正极材料项目进入

中试阶段， 层状富锂三元正极材料实现容量和首次效率的突破，NCL 水性导电液和油性导电液已开始批

量供货。 石墨烯粉体和薄膜的应用研究正在积极推进中， 获得了“一种石墨烯透明薄膜的制备和转移方

法”的发明专利。 贝特瑞负责制定的“锂离子电池用炭复合磷酸铁锂正极材料” 和“锂离子电池用钛酸锂

及其炭复合负极材料”两项国家标准已获准颁布，并获批组建广东省锂离子动力电池正负极材料工程实验

室及成立博士后工作站。 在项目建设方面，山西贝特瑞三期石墨化项目已完成地基施工，正在进行主厂房

建设；惠州贝特瑞硅碳一期项目已完成桩基工程，开始进行主厂房建设；鸡西贝特瑞于今年 4 月 1 日取得

了鸡西郎家沟石墨矿采矿权证，目前正在开展矿山开采前期的手续办理和基础建设工作。

本集团控股的泰格尔航天航空科技公司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经过两年多联合研制的某型号出口专用翼

展 15米全碳纤维复合材料无人机通用平台，涵盖机翼、V尾方向舵、可变螺距螺旋桨、起落架等。 目前该无

人机通用平台已完成项目交付，并于 7月份顺利通过验收，各方面指标经鉴定合格。 项目正在为后续的批

量订单开展模具评审，并于 7 月通过某所模具设计评审，后续将陆续开展工艺设计评审、质量体系评审等

工作。 公司已与某所签署技术协议，提供两套产品先用于装机参加珠海航展，为其后批量生产打下了坚实

基础。公司开拓了多个军工渠道，产品样件顺利通过测试。今年 1月，泰格尔获得了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二级

保密资质。

本集团控股的江西宝安新材料公司取得了东风南充汽车有限公司合格供应商资格，4102 发动机后处

理系统开始小批量供应；完成了东风南充 6105发动机环保认证实验，争取年内实现批量供货。 催化剂及汽

车后处理系统封装线已安装调试完成，蜂窝陶瓷生产线建设正在进行中。 该公司上半年获得了江西省重大

节能产品产业化补贴和科技部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支持。

本集团控股的四川贝氏新材料公司在技术、产品方面，通过多年的努力，细晶贝钢技术已在工程机械

行业得以应用和推广，目前已基本实现品质稳定。 海洋工程刀齿产品开发成功，性能指标超过同类进口刀

齿产品水平，使用效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先后开发了两类具有典型代表的中大件产品：电铲车铲齿（100

㎏）及球磨机衬板（700㎏），其技术性能指标实验数据均超过进口同类产品，目前正在将这一新技术运用

于砂石矿设备用的对辊产品进行验证。

本集团控股的大地和公司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发，现已开发出针对电动汽车小、中、大功率的驱动系

统：小功率驱动系统以MOS控制器系列为代表，该系列具有生产成本低、功率大、尺寸小、防护等级高等特

点，上半年销量快速增长，现已成为大地和公司主要销售产品之一；中功率驱动系统适用于中小型特种车、

乘用车、小型巴士，该系列定位灵活，现已应用于多种车辆，今年与客户合作开发的小型巴士车已进入批量

生产、供货阶段；大地和公司针对 10-12米大巴车开发的 2800NM系统现已投放广东、湖南、上海、江苏、台

湾等市场，其功率密度均超过国内同类产品。 大地和公司还开发了用于军工领域的轮毂电机、中频电机等

产品，其技术含量在国内属领先水平。 上半年，大地和公司研发团队致力于推进产品标准化、产品批量化的

工作。 目前，各功率电机结构已完成了适用于大批量生产的工艺改进，基本实现电机系列产品的标准化、系

列化，其中 2800NM电机已实行标准化量产，PC3X等控制器的结构件也进入了模具开发阶段。

本集团控股的宁波拜特公司确立了以“测试化成设备为主导业务、以储能系统为潜力业务、以燃料电

池为种子业务”的产品定位体系。上半年业务订单呈现增长趋势，能量回馈产品开始试用并实现销售，燃料

电池测试业务呈现放大的趋势，相关国家 863产业链项目已完成验收。

本集团所属新疆矿业优化了矿山“强磁粗选选矿工艺” ，选厂确定了“重介质选矿机组” 原料定额消

耗标准，提高了红柱石选矿回收率，实现了红柱石产量和质量两方面的同步增长，精矿产出率达到了历史

的最好水平。

本集团控股的军工民口配套企业武汉永力科技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正式挂牌，公

司简称“永力科技” ，证券代码“830840” 。 上半年，海洋船舶压载水市场正在复苏，跟踪了多年的压载水电

源项目开始凸显良好发展态势，其带动公司民品销售收入增长的趋势日益明显；光模块、模块电源增长也

较快，将成为销售收入增长的后备力量。 在产品研发方面，上半年完成 UPS电源、开关电源等 11个项目的

研发；在保证合同产品研发进度的同时着力开展了前沿技术———新一代通用监控器的开发，该监控器具有

技术起点高、硬件资源丰富、存储器空间大等特点，能够全方位满足用户需求。

（2）生物医药业

本集团控股的马应龙公司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03亿元，同比增长 2.61%；实现净利润 1.25 亿

元，同比增长 10.15%。 报告期内，马应龙坚持增值传播理念，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营销，实现品牌

价值持续提升。 优化媒介组合，锁定媒体资源，聚焦核心品种、重点市场和受众人群，实现高性价比的增值

传播。 在世界品牌实验室最新发布的 2014 年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中， 马应龙品牌价值达到了

116.75亿元，位列第 184位。 创新专业诊疗技术，诊疗板块资质进一步升级，整合多学科力量建立慢性排便

障碍诊疗一体化平台，在西安医院设立盆底中心，并在治疗慢性盆底疾病的服务和疗效方面获得了患者的

肯定。 北京马应龙长青肛肠医院获批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并获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专科技术水

平和资质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西安医院完成扩建，成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肛肠专科医院。 强化供应

商质量管控体系、客户检测体系等质量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确保产品品质稳定，公司产品市场抽检合格率

始终保持 100%。

随着全社会对生物农药和绿色防控的关注，位居 FAO（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目录的印楝素越来越引

起国内高端农产品生产组织的重视。 本集团控股的成都绿金凭借多年积累的技术优势和良好口碑，其印楝

系列产品市场前景广阔。 上半年，产品销量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宁夏易捷的枸杞基地、贵州茅台基地成为收

入主要增长点。 围绕印楝资源的综合利用，成都绿金联合多家高校及科研院所正在开展一系列新产品研发

工作。

本集团控股的大佛药业主导产品达芬霖、达芬科闯和希诺宁销量继续保持增长，该三个主导产品初步

确立其在耳鼻喉科和呼吸内科市场的合理布局与专业形象。

（3）房地产业

本集团所属海南公司开发的位于定安的“宝安·公园家” 项目建安工程及单体竣工验收工作已完成，

正在进行综合验收及精装修施工。 万宁兴隆项目及三亚天涯项目的土地工作正在推进中。

本集团所属武汉公司面对市场严峻形势，积极调整销售手段和价格策略，“以价换量” 的方式取得了

不错效果。

本集团所属天津公司加强地缘客户的挖掘，开展杨柳青镇上社区巡展；重点推售小高层，目前一期小

高层全部取得销售许可证。

本集团所属山东公司实施样板引路的要求， 强化样板展示和工程质量。 积极摸索新渠道及新销售模

式，在西安、济南及威海本地及项目所在南海区域内发展新的客户资源。

本集团所属新疆公司加大促销力度，分阶段采取不同折扣方案；通过调整户型结构、优化户型空间，提

高户型的功能性，以满足换房客户及刚需客户对房间功能上的需要。

（4）其他方面

本集团控股的古马岭金矿为适应黄金市场变化， 对选矿生产工艺进行了改造， 由原来单一的浮选工

艺，改造成浮选、重选、浸出、熔炼工艺，产品由工艺改造前金精粉变成改造后合质金(含金量 97%)。 选矿厂

改造后重选、浸出、电解等设备已安装完毕。 目前正在加快推进新尾矿库建设。

在风险投资方面，中国风投上半年完成了安泰创新、贵州宏达等七个项目的投资；完成了长沙基金和

武汉基金的发起设立工作。因在创投行业中的优秀表现，中国风投荣获“投中集团 2013年度中国最佳创业

投资机构 TOP20” 。

在资产处置方面，完成北京宝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南文安实业有限公司及新疆鹏远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全部或部分股权出售工作。

在投融资方面，完成中期票据发行工作，募集资金 18亿元。 本集团所属资产管理公司完成投资项目 2

个，分别为深圳时代超声设备项目和深圳佳顺伟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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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因新设成立、股权收购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4 家；本报告期因转让股权不再纳入合

并范围的子公司 1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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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2014年 8 月 2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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