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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止筹划重大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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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永兴特钢，证券代码：002756）将于2016年8月30日（星期

二）上午开市起复牌。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收购生产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设

备相关标的之事宜，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

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6年8月17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6年8月17日、8月24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分别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49号）、《重大事项停

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6-0051号）。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会同中介机构与标的公司就重大资产购买事项进行了协商，经有

关各方多次沟通后，认为目前实施该事项的条件尚未成熟。为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经审慎研究，

公司决定中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本次重大事项的中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

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

公司停复牌业务》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永兴特钢，证

券代码：002756）自2016年8月30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董事会对于中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并感谢广大

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公司将在致力于做专、做精、做强主业的基础上，通过并

购重组等方式不断整合相关产业领域，拓展新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盈利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重大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17� � � �证券简称：露笑科技 公告编号：2016-092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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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6年5月9日公告了《临时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51）,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露笑科技，证券代码：002617）于2016

年5月9日（星期一）上午开市起停牌。

2016年5月21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4），确认本次停牌筹划的重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2016年5月28日、6月4日、

6月8日、6月17日、6月24日、7月1日、7月8日、7月15日、7月22日、7月29日、8月5日、8月9日、8月16

日、8月23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57）、《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2）、《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63）、《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4）、《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6）、《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67）、《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0）、《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1）、《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75）、《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6-076）、《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6-079）、《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2）、《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84）、《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90）。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会同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有关各方正在

抓紧时间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具体方案仍在论证当中，公司与交易对方关于收购协议主要条款仍需进一步探讨。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向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露

笑科技，证券代码：002617）自2016年8月30日（星期二）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是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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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敖东 股票代码 0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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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永丰 王振宇

电话 0433－6238973 0433－6238973

传真 0433－6238973 0433－6238973

电子信箱 000623@jlaod.com 000623@jla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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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930,561.84 1,138,644,975.94 6.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8,262,901.71 1,659,945,613.45 -49.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828,781,689.14 1,619,176,395.26 -48.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6,197,102.81 98,076,678.98 28.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1.86 -49.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4 1.86 -49.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 11.11%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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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6,901,093.62 19,834,016,266.66 -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102,961,836.67 17,378,771,619.39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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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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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化市金诚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92% 231,796,333 85,617,083 质押 174,420,00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7% 32,832,941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1% 19,809,743 冻结 19,809,74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0% 13,430,4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38% 12,321,025

延边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 国有法人 0.95% 8,455,55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济灵

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4,591,337

张碧华 境内自然人 0.50% 4,504,804

张敬兵 境内自然人 0.48% 4,325,000

文沛林 境内自然人 0.31% 2,805,33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未知以上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以上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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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772,941股外，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持有24,060,000股，合计持有32,832,941股；公司股东张碧华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4,504,804股；公司股东张敬兵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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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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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本公司总资产1,961,690.11万元，比年初减少21,711.52万元，下降1.0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1,710,296.18万元，比年初减少27,580.98万元，下降1.59%，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49,999.91万元进行回购股份、实施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派发现

金股利26,238.86万元及其他综合收益调减35,138.12万元所致；资产负债率为11.78%；实现营业

收入121,693.0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828.56万元，增长6.88%；实现利润总额87,410.91万元，比

上年同期减少81,917.67万元，下降48.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3,826.29万元，

减少82,168.27万元，下降49.50%，其中广发证券2016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403,049.42万元，本公司对广发证券的投资收益为67,276.00万元，同比下降54.88%。

公司不断完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全员、全过程参与质量管理和质量监督，建立完善的产

品溯源体系，充分利用“道地药材加工基地” ，建立供应商不良行为大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

筛选优质供应商，严防源头。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针对各质量控制点，加强产品生产过程的质

量监管。运用风险管理工具进行风险识别、分析和评估，采取预防纠正措施，实现药品来源可

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确保每一粒药安全可靠放心。公司始终将产品质量控制与质量提升相

结合，深入对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研究。充分利用“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与北京大

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上海药检所等院校合作，不间断开展多品种质量标准提升工作，推进

医药产业提质增效。对产品“注射用核糖核酸II”进行抗肿瘤机制研究、急性毒性、长期毒性及

特殊安全性研究；对产品“小牛脾提取物注射液”开展药物经济学研究、活力研究等工作；公司

还借助科研院校资源和人才技术优势，针对安神补脑液、养血饮口服液、心脑舒通胶囊等老品

种开展二次开发工作。

报告期内，经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现场检查，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固体制剂扩建升级项目的颗粒剂、丸剂（水丸、水蜜丸、蜜丸、浓缩丸）、片剂（含外

用）、煎膏剂、硬胶囊剂（含中药前处理）及中药前处理；原厂区软胶囊剂、丸剂（滴丸）、乳膏

剂（含激素类）、软膏剂（含激素类）、合剂（液体一车间、液体二车间）（含中药前处理及提

取）及中药提取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发布药品GMP证书。吉

林敖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胶囊用明胶符合药用辅料注册管理有关规定，同意注册并发给

批准文号。根据吉林省食品药品认证中心药品GMP认证现场检查公示结果（第190号），经现场

检查和审核，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的冻干粉针剂（一车间）

（含生化前处理及提取）、大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抗肿瘤药）、原料药（盐酸博安霉素、盐

酸平阳霉素）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0年修订）》，予以公示。

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并将回购股份用作员工持

股计划，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完善公司的长效激励机制。2016年5月21日公司发布关于公司

股份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的公告，截止2016年5月20日收市，公司累计回购股份19,809,74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1%，支付的总金额为49,999.91万元（含交易费用）。2016年7月15日，

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员工持股计划以49,999.91万元的总价款购买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吉林敖东19,809,743股股票。员工持股计划的制定有利

于完善员工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机制，实现股东、公司和员工利益的一致；能够

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稳定员工队伍，吸引公司发展所需人才，提高职工凝聚力和公司

竞争力,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目前员工持股方案正在按计划推进中。

2015年7月21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部分广发证券股权

实施市值管理的议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敖东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根据市场行情择机

对广发证券股权实施市值管理。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1月14日，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买入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6,944,941股；2016年5月9

日，本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买入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

股）股份700,000股。2016年1月14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敖东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通过香

港联交所买入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2,038,400股。截止本公告刊登日，本公司持

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1,252,297,867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16.43％；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敖东国际（香港）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份20,237,

400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0.27%，合计持股比例为16.70%，为广发证券第一大股东。

为充分利用广发证券在市场化运作、并购重组及金融创新等方面特长，实现产业资源与金

融资本的良性互动，本着“市场化运作、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合作宗旨，公司与广发证券全

资子公司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信德” ）共同发起设立珠海广发信德敖

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公司” ）。吉林敖东、广发信德和基金管理公司共同

发起设立珠海广发信德敖东医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吉林敖东、敦化市财政投资有限

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吉林敖东创新产业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珠海广发信

德敖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7月1日设立、珠海广发信德敖东医药产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已于2015年10月28日成立、吉林敖东创新产业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于2015年8月

7日成立，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上述基金对外投资正在按计划积极推进中。公司密切关注基金

公司对外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将充分利用好与广发证券搭建的这个平台，助推医药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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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控股子公司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60万元，取得吉林正容医药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本公司对其合并持股比例为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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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8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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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钢股份 股票代码 000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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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陈益

电话 010-88293727

传真 010-68873028

电子信箱 Chenyi@shoug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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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8,302,453,820.83 9,922,047,343.90 20,512,338,928.12 -1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451,647.58 -222,870,595.47 -173,849,099.26 10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6,647,278.11 -227,660,151.50 -227,660,151.50 102.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2,504,642.77 -648,420,102.86 1,232,551,276.90 -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1 -0.0421 -0.0329 109.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1 -0.0421 -0.0329 109.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7% -0.95% -0.73%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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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21,691,029.29 62,597,616,313.45 122,800,551,150.64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758,549,207.58 23,942,308,273.61 23,306,396,501.58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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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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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钢总公司 国有法人 79.38% 4,198,760,871 4,083,239,48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深

0.61% 32,147,43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0.60% 31,712,102

黄俊跃 0.34% 17,813,200

韩国银行－自有资金 0.19% 10,164,17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0.19% 1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0.19% 1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0.17% 9,000,000

李红英 0.17% 8,800,000

九泰基金－银河证券－九泰基金－涌鑫1号混合型资产

管理计划

0.17% 8,772,68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首钢总公司与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其他股东的关联或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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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钢铁工业持续低迷，钢铁产能过剩，行业处于亏损状态，钢铁企业经营生产遇到了

前所未有困难。2016年上半年， 随着国家稳增长政策和钢铁去产能等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钢

铁行业发展趋势向好，钢材市场需求有所回暖，钢铁企业经营状况有所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面对市场，保持目标定力，坚持眼睛向内，苦练内功。一是积极适应市

场变化，把握市场节奏，严细生产组织，合理产量安排，提高生产效益。二是坚持市场导向、客户

导向，瞄准高端，在高端产品高端客户开发上取得突破。“高磁感取向硅钢产品及超高压变压

器应用成果”通过中国工程院专家组评审，取向电工钢比肩国际先进水平，跻身变压器材料供

应世界第一梯队。三是加强销售渠道建设及客户开发，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品牌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四是深入对标挖潜，持续推进降本增效；开拓创新思路，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及全过程管

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及效益。五是紧盯市场，拓宽渠道，强化协同优势，降低原燃料采购成本；

强化资源共享，积极推进低库存经营，减少库存资金占用，降低运营成本。六是进一步加大对股

权投资项目的管控力度，努力提高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升投资回报水平。七是京唐钢铁置入

后，公司钢铁主业进一步集中和强化，资产质量进一步改善，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

有效提升。上述工作及措施保证了公司业绩提升并实现盈利。

报告期内，主要产品产量完成情况：(1)迁钢公司：铁323.70万吨，同比下降14.7%；钢321.05

万吨，同比下降14.19%；钢材306.40万吨，同比下降13.78%。(2)冷轧公司：冷轧板材75.78万吨，同

比下降18.38%。(3)京唐公司：铁457.04万吨，同比增长0.41%；钢440.39万吨，同比下降0.12%；钢材

375.84万吨，同比下降1.16%。实现营业收入 183.02亿元，利润总额8057.0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465.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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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底公司重大资产置换交割完成，2016年上半年京唐钢铁完成董事会成员改选及章

程修订，首钢股份具备合并其会计报表的条件。本期公司增加一家子公司----首钢京唐钢铁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合并范围包括三家控股子公司(首钢股份迁安会议中心有限公司、首钢京

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首钢冷轧薄板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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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59� � � �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1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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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6年8月29日，根据《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16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会议符合依法召开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管理机构的议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七项制度的议案》,七项

制度表决如下：

1、《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3、《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

度》，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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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民股份 股票代码 00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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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青 刘永

电话 0516-88984524 0516-88984525

传真 0516-88984525 0516-88984525

电子信箱 linqing@chinalimin.com liuyong@chinalim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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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040,792.35 436,170,159.28 2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8,943,726.50 30,189,795.43 9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8,933,602.19 27,947,582.37 75.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76,037,107.33 -12,122,225.28 1,552.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9 55.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29 55.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2% 4.30%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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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779,985.39 1,151,142,023.00 2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92,532,745.23 770,917,111.23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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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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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 境内自然人 28.05% 36,465,000 36,465,000

北京商契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15% 11,895,000 0

厦门龙泰九鼎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40% 7,020,000 0

李新生 境内自然人 4.98% 6,475,040 6,475,040

张清华 境内自然人 2.59% 3,360,500 1,680,250

孙敬权 境内自然人 2.51% 3,260,500 2,520,375

周国义 境内自然人 2.37% 3,074,600 0

胡海鹏 境内自然人 1.94% 2,521,175 1,680,250

马长贵 境内自然人 1.80% 2,338,250 0

孙涛 境内自然人 1.67% 2,165,850 1,269,1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李明、李新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2.北京商契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

人苏州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门龙泰九鼎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管鲍九鼎（厦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昆吾九鼎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3.孙敬权为公司现任董事、总经理；张清华为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胡海鹏为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孙涛为历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4.本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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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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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上半年，国内外农药市场整体需求不旺，市场竞争十分激烈。在公司经营管理层和

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积极应对各种压力和挑战，迎难而上，出色的完成了各项经营

任务，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保持了稳步增长， 上半年共计实现营业收入5.38亿元， 同比增长

23.36%，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5,894.37万元，同比增长95.24%。

报告期内， 公司的IPO募投项目之一-年产25,000吨络合态代森锰锌原药及系列制剂技

改项目达产，产品质量和收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公司继续加大国际、国内市场开拓力度，加

快国际市场登记步伐，完善国内销售渠道，适时调整营销策略，积极应对市场竞争，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产品销量得到显著提升。另外，受益于参股公司的业绩提升，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也有了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推进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年产5,000吨丙森锌项目和年产

20,000吨威百亩项目的工程建设， 截止到报告期末， 项目已分别累计投入7,211.87万元和1,

710.46万元，已经完成设备安装，正在进行设备、仪表自动化、电器的调试工作。项目上所运用

的高效绿色清洁生产成套工艺及装备、 新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已申请江苏省科技成果转

化专项资金，目前已通过网评及现场验收。

报告期内，公司的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锁定期一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回顾上半年，既有困难，也有成绩。下半年，公司经营管理层与全体员工将齐心协力，恪尽

职守，努力完成全年经营计划，为广大投资者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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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新沂小蜜蜂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完成相关手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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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002734� � � �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6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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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6年8月18

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6年8月29日下午14:00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

相结合方式在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9名，实

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李新生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开表决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并

批准2016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对外报出。《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还刊登于2016年8月30

日出版的《证券时报》。

二、会议以赞成票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社

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备查文件：

1、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34� � � �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7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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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6� 年8月29

日在苏州市吴中区吴中大道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议案于2016年8月18日通过邮

件和书面形式发出通知。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监事为3人，实际现场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监

事为3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王向真先生主持。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并做出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审核，认为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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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公司2016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还刊登于2016年8月 30日出版的《证券时报》。

二、会议以赞成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社

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备查文件：

1、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25� � � � �证券简称：众合科技 公告编号：临2016—081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本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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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8月26日，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发布了

《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情请见2016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

告编号为“临2016-078”的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6年5月4日发布的《信息披露公告

格式第4号-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格式》的要求，对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作如下

补充：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25

2.投票简称：众合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序号 议案内容 议案编码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同意表决 100

1 公司关于调整201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1.00

2 公司关于调整与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2.00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6年9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9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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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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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补充披露公告全文如下：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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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和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章程》

的规定，经2016年8月25日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定于2016年9月12日

（星期一）14:30在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四号楼17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16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具体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事项：

1、股东大会届次：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业经2016年8月25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9月12日（星期一）14：3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6年9月11日15:00—2016年9月12日15:00

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9:30—11:30，13:00—15:00

5、会议召开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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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截止2016年9月5日（星期一）（股权登记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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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

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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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四号楼17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内容

序号 内 容

1 公司关于调整201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2 公司关于调整与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2个议案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业经2016年8月25日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情况见

2016年8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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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二） 登记时间：2016年9月5日至本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

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不包括期间的非工作日）。

（三）登记地点：杭州滨江区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四号楼17楼董事会办公室及股东大

会现场。

（四）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

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

附件1）

五、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杭州市滨江区江汉路1785号双城国际四号楼17楼

邮政编码：310052

电 话：0571-87959025，87959026

传 真：0571-87959026

电子信箱：dshbgs@unitedmne.com

联 系 人：葛姜新 姚卉

（二）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8月2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25

2.投票简称：众合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序号 议案内容 议案编码

总议案 对所有议案同意表决 100

1 公司关于调整201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1.00

2 公司关于调整与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2.00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6年9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四、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9月11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2016年9月12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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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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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浙江众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2016年9月 日———2016年9月 日

委托日期：2016年9月 日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

公司关于调整2016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和全资子公司互保

额度的议案

2 公司关于调整与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

“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提案，请在“回避”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23� �证券简称：吉林敖东 公告编号：2016-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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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利民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002734� �股票简称：利民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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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959� �证券简称：首钢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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