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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补偿股份赠送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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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业绩补偿股份赠送总数为70,907,074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本次业绩补偿股份赠送的过户日期为2014年8月20日

一、本次业绩补偿股份赠送批准情况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玻纤” 或“公司” ）于2011�年6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作出的 《关于核准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979号），核准公司向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振石控股” ）、Pearl� Success� International� Limited（珍成国际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珍成国际” ）、Surest� Finance�

Limited（索瑞斯特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瑞斯特” ）发行股份购买巨石集团有限公司49%股权。

针对本次重组，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于2010年9月20日和2011年4月27日分别签署了《关于

盈利补偿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承诺：如巨石集团2011、2012、2013年实际盈利数未能达到53,928万元、77,086万

元、77,086万元，则本次重组的交易方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应执行协议约定的股份补偿方式，

分别补偿该等差额。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2012年、2013年未实现业绩承诺，因此中国建材、振石集团、珍成国际、索瑞斯特需以其分别

持有的部分中国玻纤股份进行补偿。经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关于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定向回

购重大资产重组承诺方应补偿股份及后续注销的议案》未获通过，中国建材、振石控股、珍成国际、索瑞斯特需将

其各自持有的16,641,457股、15,917,914股、26,771,038股、11,576,665股中国玻纤股票赠送给2013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

记日（即2014年4月18日）登记在册的其他股东。

二、业绩补偿股份赠送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业绩补偿股份赠送总数为70,907,074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鉴于中国建材、振石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前已分别持有中国玻纤股票，在向其他股东赠送需补偿的股份时，

中国建材、振石集团将视同其他股东，按相应比例享有获赠股份。

业绩补偿股份赠送实施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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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材

286,094,685 32.79% 16,641,457 25,632,907 295,086,135 33.82%

振石集团

180,425,264 20.68% 15,917,914 14,209,778 178,717,128 20.48%

珍成国际

87,418,729 10.02% 26,771,038 / 60,647,691 6.95%

索瑞斯特

37,802,694 4.33% 11,576,665 / 26,226,029 3.01%

其他流通股股东

280,888,128 32.19% / 31,064,389 311,952,517 35.75%

合计

872,629,500 100.00% 70,907,074 70,907,074 872,629,500 100.00%

注：上表中的“业绩补偿股份赠送后持股比例” 采取四舍五入，由此导致各比例数相加之和大于合计数100%

三、关于未能完成赠送的股份处理

因股东账户注销导致需补偿股份无法完成赠送， 则该部分未能完成赠送的股份将暂时登记在中国玻纤董事

会开立的专门账户下，且该部分未能完成赠送的股份同样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若投资者发生以上情况并在此之后主张领取上述未能完成赠送的业绩补偿股份的权利，请及时与公司联系，

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供相关权属文件，公司将在验证上述权属文件的真实有效性后，按照相关

程序办理将股票过户至正常账户的手续，并将相应股份及股利分配所产生的孳息（包括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

等）合法返还给相应投资者。

四、关于信用账户获赠股份的处理

本次补偿股份赠送涉及到数量较多的投资者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对于各个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所对应取得

的获赠股份，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融资融券试点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相关规定，参照

融资融券业务中派发股票红利处理的方式，按照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的实际余额记增获赠股份，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证券公司委托相应维护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的明细数据。

特此公告。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4－39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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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8月26日，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在12个月内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

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承诺的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一

年；在上述额度和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投资银行保本承诺理财产品。（详见2013年8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公告）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2014年5月7日、6月30日、7月4日公司合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3亿元

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详见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7月1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其中：

1、公司于2014年5月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万元向兴业银行购买保本理财产品"人民币常规机构理

财计划"。

截至2014年8月6日，该产品已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388,931.51元。

2、公司于2014年7月4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向广发银行购买保本理财产品"'广赢安薪'高端保证收

益型（A款）人民币理财计划"。

截至2014年8月4日，该产品已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356,712.33元。

鉴于上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已到期，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的情况下，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公司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亿元购买以下银行保本理

财产品：

1、向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购买人民币1亿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通赢计划-货币保本增利系列理财产品第45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4）投资期限：115天

（5）起息日：2014�年6月6日

（6）到期日：2014�年9月29日

（7）最高预期年化收益率：4.5%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2、向兴业银行购买人民币5,000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人民币常规机构理财计划

（2）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4）投资期限：93天

（5）起息日：2014�年8月11日

（6）到期日：2014�年11月12日

（7）参考年化净收益率：5.35%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3、向广发银行购买人民币5,000万元保本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证收益型（B款）人民币理财计划

（2）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产品

（3）认购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4）投资期限：92天

（5）理财起始日：2014�年8月6日

（6）理财到期日：2014�年11月6日

（7）预期收益率：4.8%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箹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061� � �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2014－40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

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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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月28日，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的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有效期6个月；在上

述额度和有效期内， 资金可以滚动投资银行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 （详见公司于2014年1月29日刊登在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2014年5月7日，公司使用人民币1亿元暂时闲置自有资金向广发银行购买了

"广发银行'广赢安薪'高端保证收益型（B款）人民币理财计划"。 （详见公司于2014年5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截至2014年8月6日，该产品已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271,506.85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持有

“华策影视” 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所持有的华策影视（股票代码：300133）于2014年7

月10日起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业

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基金行业股票估值

指数的通知》 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公司关于停牌股票的估值政策和程序， 经与托管银行协商一致， 本公司决定自

2014年8月21日起对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该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直至该停牌股票恢复正常交易。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相关规定、以及基

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如发生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

况，本公司将及时调整估值方法并公告，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咨询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2日

证券简称：宝安地产 证券代码：000040� � � �公告编号：2014-24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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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配合公司房地产项目的资金筹划，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公司于近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出售持有的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726,602股。 经初步估算，公司实现投资收益约

1677万元，具体如下表：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投资成本

（

元

）

出售均价

(

元

/

股

)

对净利润影响

（

元

）

600999

招商证券

1,938,251.50 11.08 16,775,182.57

本次出售后，公司不再持有“招商证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特此公告

宝安鸿基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589� � � �证券简称：黔轮胎A� � � �公告编号：2014-028

债券代码：112039� � � � �债券简称：11黔轮债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1黔轮债” 2014年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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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2011年8月18日公告的《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公司于2014年7月

25日公告了《关于"11黔轮债"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及《关于"11黔轮债"票面利率调整及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并在7月28日和7月29日分别发布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投

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日选择将持有的"11黔轮债"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11黔轮债"的

回售申报日为2014年7月25日、28日、29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1黔轮债"

的回售数量为800,000张，回售金额为80,000,000元，在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剩余托管量为7,200,000张。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60� � � �证券名称：伊立浦 公告编号：2014-070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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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8月2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市梧桐翔宇投资有

限公司(下称"梧桐翔宇")有关办理部分股权质押的通知。 梧桐翔宇将其持有的8,993,38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23.38%，占公司总股本的5.76%)公司股份质押给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用于办理股权质押回购业务，该笔质押已

在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质押期限为：自2014年8月20日起至2015年8月20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梧桐翔宇持有公司股份38,463,3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66%，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梧桐翔宇累计质押公司股份33,907,385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8.15%，占公司总股本的

21.74%。

特此公告

广东伊立浦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名称：众生药业 证券代码：002317� � � �公告编号：2014-065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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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8月21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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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

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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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下午3:00至2014年8月21日下午3:

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绍日先生

（五）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8人，代表股份数为200,256,6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4.3116%，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人，代表股份数为179,439,55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665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

人，代表股份数为20,817,0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45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六）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0,256,6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167,038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30.544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

效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0%。

（二）审议通过了《分红管理制度（2014年8月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200,256,6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1,167,038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30.544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

效表决权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64� � � �证券简称：信质电机 公告编号：2014-038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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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8月21日(星期四)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8月20日--2014年8月21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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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0日15:00至2014年8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1#二楼会议室(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前所信质路28号)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项兆先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7,395,61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5434%。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7,009,8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5.2541%。

3、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5,7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2893%。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无新议案提交表决，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大会按照会议

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1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公司《公司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392,6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2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395,418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关于长沙募投项目变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7,395,418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9.999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信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93 �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2014-072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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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将于近日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2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公告并

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053� � � �证券简称：欧比特 公告编号：2013-047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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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已于2014年8月2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珠海欧比特控制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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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股份 股票代码

60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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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峰 籍俊花

电话

029-82537951 029-82537951

传真

029-82526666 029-82526666

电子信箱

newhgzqb@163.com newhgzqb@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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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190,464.96 2,523,856,258.69 -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39,222,580.13 923,724,201.10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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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39,984.35 -392,559,831.06

不适用

营业收入

713,208,546.52 433,056,863.76 6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846,045.18 44,626,437.45 -6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3,108,926.18 7,545,641.63 73.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49 4.30

减少

2.8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21 -66.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 0.21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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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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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8.82 102,229,278 91,729,278

无

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05 31,501,875 0

无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53 15,757,973 0

无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8 3,943,162 0

无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

智慧

金

5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62 3,392,160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研

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1 1,692,597 0

未知

查根楼 未知

0.80 1,679,900 0

未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50

号集合资金信托

未知

0.73 1,520,000 0

未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中海

—

浦江之星

165

号集合资金信托

未知

0.69 1,448,144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

华成长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3 1,099,82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

湖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同为

兵器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

，

根据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的

规定

，

上述两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云南省

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间以及与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

湖

北华光新材料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有无关联关系

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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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务收入7.13亿元，同比增加64.6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84.6万元，

同比减少68.97%。

防务业务方面：上半年，防务公司整体运行平稳，科研生产有序推进，随着多种总装总成车辆的批量生产，公

司在武器总装总成领域地位逐渐提高；在导引头产品科研和生产方面，防务公司克服科研、生产高度交叉等多

重困难，顺利完成导引头产品的生产任务，2014年上半年导引头完成数量创历年同期新高；其他产品如装甲侦察

车、发射车等产品按时间节点积极完成相关配套、试验工作。 2014年上半年，防务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18亿

元，同比增加109%；实现净利润664万元，同比增加800万元。下半年，防务公司将继续推进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

理战略，抓好新品科研试制工作，加强技术创新，生产组织上统筹安排，全力完成好各项生产任务。

光电材料与器件方面：上半年，由于受市场和价格竞争因素影响，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期略有增加，净利

润同期同比下降。 新华光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86亿元， 同比增加13.46%； 实现净利润880万元， 同比减少

41.59%。 上半年，在市场开拓方面，为稳定市场份额，新华光公司紧盯市场终端需求，细分目标市场，对内调整资

源配置，成立红外事业部，对外围绕市场热点展开营销活动，加大营销力度，并初见成效；在精益管理方面，不断

深化“变更/变化点” 过程管理，强调“方法+确认” ，广泛开展“创新增效、人人可为” 合理化建议活动，深入推

行全价值链体系化精益管理。 下半年，新华光将进一步加大对光学玻璃下游市场的拓展，做大做强高端二次压

型等光学元件业务，同时，提前谋划好光学材料的军品业务，逐步拓展军品市场。

3.1主营业务分析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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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713,208,546.52 433,056,863.76 64.69

上半年履约交付防务产品影响

营业成本

607,318,579.46 336,443,168.94 80.51

随营业收入增加而相应增加

销售费用

4,634,910.60 4,901,285.93 -5.43

扣除天达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因素影响

，

新华光公司收入同比增

加的同时相关销售费用同比增加

管理费用

78,701,741.17 78,865,970.49 -0.21

扣除天达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因素影响

，

研发投入同比有所增加

财务费用

8,485,157.83 12,986,687.14 -34.66

扣除天达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因素影响

，

财务费用同比基本持平

经营活 动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0,039,984.35 -392,559,831.06

不适用

采购资金及各项税费支出同比减

少影响

投资活 动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70,038,979.01 65,606,784.81 -206.76

上年同期收到处置天达公司股权

款

筹资活 动产 生 的

现金流量净额

-66,487,399.96 17,410,144.24 -481.89

当期归还借款及办理银行保函存

入保证金

3,100

万元影响

研发支出

36,699,415.38 30,544,221.64 20.15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3.1.2其他

(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542万元，上年同期实现4,620万元，同比减少3,078万元，降低66.62%，主要

是公司2013年4月处置天达公司股权形成投资收益3,526万元，若扣除该因素影响，公司利润总额同比增加448万

元，增幅40.95%。

(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无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情况。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4年初，公司制定的全年经营目标是：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1亿元，其中军品16.85亿元，民品4.2亿。 因防务

公司产品结构调整，预计全年军品主营业务收入减少3.1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全年计划组织落实各项工作，实现营业收入7.13亿元，未实现收入过半任务，主要原因

是防务产品中总装和制导产品集中在今年下半年履约交付，且其营业收入占比较大。

3.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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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工业

706,760,424.69 601,814,086.56 14.85 67.19 83.41

减少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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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防务产品

518,095,301.60 458,921,882.01 11.42 108.96 126.54

减少

6.87

个百分点

光学玻璃

178,632,476.81 135,649,349.59 24.06 9.20 16.60

减少

4.82

个百分点

其他业务

10,032,646.28 7,242,854.96 27.81 -1.00 -3.83

增加

9.9

个百分点

报告期内，公司产品行业与上年保持一致，均为工业行业。 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07亿元，其中防

务产品收入占比73.31%，光学玻璃收入25.27%，是公司两大支柱产业。

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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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国内

686,880,424.69 70.43

国外

19,880,000.00 0.91

报告期内，公司上半年国内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加70.43%，主要是防务产品和光学玻璃当期收入同比增加

影响；出口产品收入同比增加0.91%，基本持平。

3.2.3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要变化。

3.3投资状况分析

3.3.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新增对外投资及处置股权行为。6月末，公司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和参股企业的投资

净额12,629万元，比年初增加90万元，具体投资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投资企业名称

被投资企业所属行

业

投资成本

投资比例

（

%

）

表决权比例

（

%

）

期初投资净

额

期末投资净额

凤凰

（

上海

）

公司 光学玻璃制造

550 4.4 4.4 550 550

导引公司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

试验发展

900 36 36 644 658

华光小原公司 光学玻璃制造

10,081 51 50 11,345 11,421

合计

11,531 12,539 12,629

6月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12,629万元，比年初增加90万元，主要是权益法核算的华光小原公司和导引公司当

期经营盈利影响。

3.3.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情况。

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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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的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均为正常经营，整体属于盈利状态。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主要产品或业务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防务公司 武器装备制造

1,537,827,104.36 487,529,033.06 518,095,301.60 6,643,939.44

新华光公司 光学玻璃制造

697,047,390.32 424,512,689.31 185,606,717.65 8,799,041.64

光学元件公司 光学玻璃制造

26,947,032.42 19,487,829.96 12,008,378.89 247,091.33

物资公司 材料供应

13,896,570.82 5,804,955.22 6,049,731.26 -418,602.33

华光小原公司 光学玻璃制造

261,475,586.38 223,952,390.49 57,869,191.06 1,210,485.23

导引公司

工 程 和 技 术 研 究

和试验发展

40,394,621.28 18,274,855.93 6,036,410.26 391,384.34

3.3.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预算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高端光学材料及元件生产

线技术改造项目

607,600,000.00 9.26% 0 56,261,585.28

光电科技产业园项目

940,670,000.00 7.33% 19,846,752.23 68,911,498.82

四、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报告期未制定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为更加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结合近年来应收款项回收情况，本着会计谨慎性原则，决定调

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从2014年4月1日起，对公司应收款项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标

准进行变更。 具体情况如下：

账龄

/

库龄

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

准备计提

比例

（

%

）

原计提标准 变更后计提标准

应收账款计提比

例

(%)

其他应收款计提

比例

(%)

应收账款计提比

例

(%)

其他应收款计提

比例

(%)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0 0 0 0 0

1－2

年

（

含

2

年

）

20% 20% 50% 50% 50%

2－3

年

（

含

3

年

）

50% 50% 100% 100% 100%

3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该会计估计变更后，报告期内，公司多确认资产减值损失306,349.35元，影响公司利润总额减少306,349.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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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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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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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上午9:30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21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中路35号公司商务中心会议室。

3、出席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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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4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9,910,81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总股本

）

的比例

（

%

）

81.15

其中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总股本

）（

股

）

154,488,48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总股本

）

的比例

（

%

）

73.78

2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4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5,422,32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

总股本

）

的比例

（

%

）

7.37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叶明华先生。

公司董事8人、公司监事4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陈良、张少峰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形成如下表决结果：

《关于明确光电集团“妥善解决” 承诺含义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

果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

数比例

（

%

）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

数比例

（

%

）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

数比例

（

%

）

通过

35,946,024 99.35 140,582 0.39 93,051 0.26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进行单独计票，计票表决情况如下表：

表决情况

同意票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数比

例

（

%

）

反对票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数比

例

（

%

）

弃权票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数比

例

（

%

）

20,188,051 98.86 140,582 0.69 93,051 0.45

三、律师见证情况

见证律师事务所：湖北晴川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殷勇、郭秀生

出具的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晴川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出具的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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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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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于2014年8月11日以传真、电话及专人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告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上

午11: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8人。其中独立董事范滇元、王兴治因工作另有安排未能出席，分别委托独立

董事姜会林、陈雪松行使表决权，董事岳建水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陈现河行使表决权。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叶明华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议案以11票同意获得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35号《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公告》。本议案以11票同意获得通过，0

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防务公司向光电集团申请3,000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36号《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3000万元委托贷款的公告》。本议案涉及关联

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叶明华、李克炎、陈现河、熊熙然、水波、岳建水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5票同意获得通过，0票反

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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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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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应收

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自2014年4月1日起按变更后的坏

账准备计提比例实施。

二、会计估计变更相关情况的说明

为更加客观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结合近年来应收款项回收情况，本着会计谨慎性原则，决定调整

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从2014年4月1日起，对公司应收款项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标准

进行变更。 具体情况如下：

账龄

原计提标准 变更后计提标准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

例

(%)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

1

年以内

（

含

1

年

）

0 0 0 0

1－2

年

（

含

2

年

）

20% 20% 50% 50%

2－3

年

（

含

3

年

）

50% 50% 100% 100%

3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公司本部不存在账龄2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子公司中，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应收款项均采取个别

认定法、 西安西光物资有限公司和西安西光光学元件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3年末对账龄2年以上且采用账龄分

析法的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故此次变更均不会对其产生影响。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有限公司存在部分

账龄2年以上且采用账龄分析法的应收款项未计提坏账准备，2014年6月末， 其应收款项按新计提标准计提的坏

账准备扣减当期收到已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后，当期应确认资产减值损失-222,741.63元，影响当期利润减

少306,349.35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当期应计提坏账准备 当期收回以前年度应

收款项的坏账准备

变更后影响当期利润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73,069.83 338,770.38 642,437.70 -265,700.55

其他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40,276.89 80,925.69 0 -40,648.80

合计

113,346.72 419,696.07 642,437.70 -306,349.35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此次坏账准备计提标准变更属于未来适用的会计估计变更，即对以前年度

损益无需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本次变更将导致公司2014年度利润总额减少

306,349.35元。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会计估计进行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符合

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合理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对相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比例会计估计进行变更，结合了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相关会计

制度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公允、恰当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

更。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意见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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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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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和主要内容

公司于2014年8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防务公司向光电集团申请3,

000万元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北方光电科技防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防务公司” ）通

过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兵工财务公司” ）向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电集团” ）申

请委托贷款3,0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贷款利率在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3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叶明华、李克炎、陈现河、熊熙然、水波、岳建水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5票

同意获得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北方光电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叶明华

2、注册资本：280,000,000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光电集团持有公司48.82%的股份，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兵工财务公司是隶属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兵器集团” ）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兵器集团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防务公司获得委托贷款后，用于补充运营资金，本次交易不会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对该交易事项

进行了事前审查，认为：该委托贷款事项，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减轻公司资金压力，不存在损

害中小股东及公司利益的情形；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意见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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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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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于2014年8月11日以传真、电话及专人送达书面通知的方式告知各位董事。 会议于2014年8月21日上

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4人，监事朱惠民因工作另有安排委托监事刘世林行使表决权。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栗红斌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本次半年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 以及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 本次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在本报告作出前，未发现

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以5票同意获得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临2014-35号《关于变更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公告》。 本议案以5票同意获得通过，0

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2014年 8 月 2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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