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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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立美达 股票代码 002537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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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际东 亓秀美

电话 0532-89066166 0532-89066166

传真 0532-89066196 0532-89066196

电子信箱 caojidong@ihaili.com.cn qixiumei@hail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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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921,545.18 1,349,280,333.03 -1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2,283,899.55 26,922,948.09 20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342,928.63 24,217,112.64 2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3,493,787.51 81,735,830.16 295.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8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8% 1.91%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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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3,746,714.96 2,687,533,389.31 9.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81,689,669.88 1,407,894,784.81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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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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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立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88%

108,610,

000

质押 96,000,000

深圳市华美达

一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20%

46,000,

000

质押

46,000,

000

青岛天晨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38%

40,500,

000

Metal�One�

Corporation

境外法人 4.87%

14,750,

000

华夏成长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42% 7,327,43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经典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65% 5,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中证

淘金大数据

100指数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9% 1,799,900

中国银行－华

夏行业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其他 0.54% 1,648,128

全国社保基金

四零二组合

其他 0.19% 571,30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保德

信量化核心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13% 403,2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孙刚先生和刘国平女士是夫妻关系，分别与青岛

天晨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孙震是父子、母子关系。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

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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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公司管理层继续围绕“产业聚

焦、转型升级、优化提效”的经营主题，围绕公司制定的2015年工作计划，在巩固、发展现有汽车零部件

总成业务的基础上，逐步进入专用车及新能源电动专用车生产领域，以实现公司由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

向专用车及新能源制造产业转型。 为达成上述经营目标，公司经营团队继续坚持淘汰低附加值家电零

部件产品和客户，大力开发产品附加值高的汽车零部件产品和客户；加大设备、工艺升级改造力度，通过

对工艺、设备、模具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实现节约用工，提高生产效率；继续加强经营管理力度，通过加

强监督和流程优化，提高办公效率；通过对外并购投资等方式，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继续聚焦技术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的汽车零部件总成业务，巩固和扩大车架总成、车门总成、仪

表横梁总成业务，加大开发尾端梁总成、轮罩总成等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业务，进一步优化产品

结构，提升客户市场份额，提升产品盈利能力，保证公司汽车零部件业务稳健增长。 上半年公司汽车零

部件及总成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71,705.18万元，在公司整体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64.26%，较2014年年

度的55.44%进一步提升；

2、通过加强内部管理、优化内部流程、加强内部挖潜、加大人员绩效考核力度等管理措施，实现企业

健康稳健发展，上半年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28.39万元，较同期上升205.63%，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3,134.29万元，较同期增长29.42%；

3、加大设备、工艺改造投入，推进公司自动化生产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投入1000余万元对工艺、设

备、模具进行自动化升级、改造，降低了人工成本，提高了设备使用效率，提升了产品利润空间，提升了产

品竞争力；

4、加大并购与投资力度，加快公司由汽车零部件制造产业向专用车整车及新能源制造产业转型升

级。 2015年1月26日，公司出资9,380万元收购湖北福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70%股权并进行增资，实现

了公司在整车领域的发展。 经过整合，目前湖北福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新厂区正在建设，内部生产关系

已基本理顺，生产经营步入正轨，同时加大了压缩式垃圾车、自卸式垃圾车、洗扫车、扫路车洒水车、吸污

车等专用车产品的开发力度，在保证专用车整车生产的基础上，2015年5月26日，湖北福田专用汽车有限

公司新设成立全资子公司湖北海立美达电动车有限公司，开发新能源电动环卫车、新能源电动物流车等

新能源电动专用车，推进公司由传统制造产业向新能源制造产业转型，增强公司技术水平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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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新纳入合并

范围的原因

持股比例

（%）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湖北福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企业合并 70% 154,737,649.39 64,602,316.80

湖北海立美达电动车有限公司 新设 7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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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刘国平

2015年7月24日

证券代码：002537� � � � � � �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2015-048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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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7月19日以电话通知、电子邮件等

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7月24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8人，实际现场出席表决的董事4人，董事堂本宽先生、独立董事顾弘光先

生、独立董事熊传林先生、独立董事陈岗先生采取通讯方式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国平女士主持，公

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5年7月25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详细信息详见公司2015年7月

2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

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详细信息详见公司2015年

7月2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办理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基于公司“产业聚焦、转型升级、优化提效” 的经营目标，公司一方面聚焦

汽车总成件、高效变频电机及专用车、新能源电动专用车的研发与制造，加速公司产业转型步伐，另一方

面逐步对公司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家电零部件产业进行优化淘汰。 根据上述发展规划，为整合

及优化公司现有资源配置，降低公司管理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同意终止浙江海立美达经营，依

法进行清算注销，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注销手续。

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清算并注销相关具体事宜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7月

25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清算并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

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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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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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

年7月24日上午在青岛即墨市青威路1626号公司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19日以电话通

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明伟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

席监事3名，其中：现场出席的监事2名，公司监事井上秀敏通过通讯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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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2015年7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符合公司战略规

划，有利于降低公司管理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东权益，同意公司清算并注销

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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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

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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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扩大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称“泰鸿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泰鸿公司

拟申请银行授信办理银行短期借款不超过8,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与浦发银行宁波北仑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按照公司65%持股比例为泰鸿公司办理

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3,250万元的借款担保。

公司拟与中国民生银行宁波北仑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按照公司65%持股比例为泰鸿公司

办理银行授信提供不超过1,950万元的借款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泰鸿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10日，注册资本：人民币12,922万元，注册地址：北仑霞浦街道霞浦路5

号，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平。 主营业务：发电机、汽车零部件、摩托车零部件的制

造、加工。 本公司持有泰鸿公司65%的股权。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1）截止2014年12月31日泰鸿公司的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32,660.24万元

负债总额：16,547.45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2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6,547.45万元：）

净资产：16,112.79万元

营业收入：28,275.42万元

利润总额：2,049.62万元

净利润：1,565.31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截止2014年12月31日，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2）截止2015年6月30日泰鸿公司的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33,382.57万元

负债总额：18,434.32�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4,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7,972.35万元）

净资产：14,948.25万元

营业收入：18,772.46万元

利润总额：1,130.84万元

净利润：835.46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截止2015年6月30日，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5,200万元；

有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由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及银行共同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泰鸿公司为扩大其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办理银行授信8,000万元，可基本满

足其目前生产经营需要，符合该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 目前泰鸿公司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

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且担保事项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未有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公司按照对泰鸿公司65%的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5,200万元担保，担保公平。同意上述担保。 公司全

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担保。

上述担保不存在提供反担保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序号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万元）

1 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 65% 5,200

2 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60% 15,600

3 日照兴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60% 11,700

4 湖北海立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80% 9,600

5 湖北福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70% 3,500

合计 45,600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40,789.48万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总额占净资产的32.3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0。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37� � � � � � � �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公告编号：2015-052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办理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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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扩大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兴业公司” ）生产经营需要，兴业

公司拟申请银行授信办理银行短期借款不超过3,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拟与招商银行日照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按照公司60%持股比例为兴业公司办理银行

授信提供不超过1,800万元的借款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兴业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19日，注册资本：人民币2,361.09万元，注册地址：山东省日照市河山驻

地北、潮石路东侧（隋家官庄村），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国平。 主营业务：汽车和

农用车零部件生产、销售；特种气瓶（仅限于汽车用液化天然气气瓶）制造、销售（凭《特种设备制造许

可证》经营，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普通货物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本公司持有兴业公司60%的股权。

2、股权结构

3、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

（1）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兴业公司的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59,161.86万元

负债总额：34,733.30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2,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4,733.30万元：）

净资产：24,428.56万元

营业收入：43,987.63万元

利润总额：3,870.50万元

净利润：3,303.63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截止2014年12月31日，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2）截止2015年6月30日兴业公司的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53,727.86�万元

负债总额：30,214.95�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3,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0,214.95万元）

净资产：23,512.91�万元

营业收入：19,466.41万元

利润总额：1,430.83万元

净利润：1,084.35�万元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截止2015年6月30日，无需要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一年；

（3）担保金额：不超过1,800万元；

有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由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及银行共同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兴业汽配为扩大其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办理银行授信3,000万元，可基本满

足其目前生产经营需要，符合该控股子公司的整体利益。 目前兴业汽配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

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且担保事项为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未有损害公司股东利

益。公司按照对兴业汽配60%的持股比例提供不超过1,800万元担保，担保公平。同意上述担保。 公司全

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担保。

上述担保不存在提供反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序号 被担保人 公司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万元）

1 宁波泰鸿机电有限公司 65% 5,200

2 日照兴业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60% 15,600

3 日照兴发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60% 11,700

4 湖北海立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80% 9,600

5 湖北福田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70% 3,500

合计 45,600

截止2014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40,789.48万元，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的担保总额占净资产的32.3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0。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海立美达 证券代码：002537� � � � � � � �公告编号：2015-053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

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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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 情况概述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董事会制定的“产业聚焦、转型升

级、优化提效”经营目标，一方面，聚焦汽车总成件、高效变频电机及专用车、新能源电动专用车的研发与

制造，加速公司产业转型步伐；另一方面逐步对公司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家电零部件产业进行

优化淘汰，目前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初见成效。 基于公司上述整体发展规划，同时整合及优化公司现有资

源配置，降低公司管理成本，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公司拟清算并注销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立美达钢制

品有限公司”（以下称“浙江海立美达”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并

注销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终止浙江海立美达经营，依法进行清

算注销，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依法办理相关清算、注销手续。

二、 清算注销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海立美达钢制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兴县经济开发区中央大道2588号

法定代表人：刘国平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23日

经营范围：钢板的剪切、冲压加工，钢制零部件、模具、五金件、水暖器材的开发与生产；经营进出口

业务（不含进口商品分销业务）。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有浙江海立美达股份100%。

经营状况（未经审计）：截止2015年6月30日，浙江海立美达总资产为3,189.15万元，净资产为3,

155.78万元，2015年半年度净利润为-25.27万元。

三、 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浙江海立美达清算并注销后，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将相应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

表产生实质性影响。 公司清算并注销浙江海立美达，有助于优化公司现有资源配置，降低公司管理成本，

提高公司整体经营效益。

四、 备查文件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海立美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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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大 股票代码 002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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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彬 杨春菊

电话 0539-7198691 0539-7198691

传真 0539-6088691 0539-6088691

电子信箱 jzd@kingenta.com yangchunju@kingen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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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6,802,459.28 7,046,931,917.42 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5,736,805.29 479,257,825.45 3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43,172,483.27 476,209,889.41 35.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78,140,172.71 398,800,665.37 95.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68 -39.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68 -39.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3% 11.22%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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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6,547,484.87 11,011,294,385.47 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70,763,782.62 6,888,209,747.00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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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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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25% 613,440,000 0 质押 230,000,000

万连步 境内自然人 18.34% 286,560,000 214,920,000 质押 142,000,000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78,142,200 0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富春118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1% 25,210,426 25,210,426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1.20% 18,807,822 17,264,822

国泓资产－光大银行－国泓－光

大－中骏天宝非公开发行股票分

级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16% 18,144,742 18,144,742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其他 1.09% 17,000,000 17,000,000

泰达宏利基金－工商银行－泰达

宏利价值成长定向增发50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7% 16,796,836 16,796,836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北信

瑞丰基金丰庆6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7% 16,722,212 16,722,212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中新融创2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6% 16,596,206 16,596,2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连步为实际控制人，为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大

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可能性。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丁海清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为3,424,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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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世界领先的植物营养专家和种植业解决方案提供商”的愿景，在套餐肥

开发、新项目建设、新服务模式探索、国际国内联合协作等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较好的完成了年初制定的

经营目标和发展任务，企业发展呈现出良好发展局面。

2015年上半年，公司以套餐肥新产品推广为主线，以品牌建设、顾问式营销、重点县建设、渠道开发与优

化和市场终端亮化等为手段，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进一步增长。 上半年实现销售收入969,680.25万

元，同比增长37.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4,573.68万元，同比增长34.74%。

2015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一个新愿景、一个新平台、一个新机制、一支大队伍” ，全力做好技术先

导、营销专业化、联合协作、人才建设、国际化和管理优化等各项重点工作，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

2015年上半年，公司研发紧盯世界前沿技术与产品，积极进行新技术开发与探索，通过学习、借鉴、引进

国外先进技术，在尿素增效技术、复合肥、液体肥与叶面肥为主的套餐肥技术、微生物菌剂品质提升技术等领

域均取得重大进展；《硝基复合肥》行业标准通过了标委会的审查。 上半年，公司新获得授权发明专利3项，新

申请发明专利4项，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拥有发明专利190项；公司加大资源循环利用和生物技术研究，加大人

才引进力度，新成立了磷石膏综合利用部与新资源部，扩充了大农化服务部、大特肥部与大微生物部，为技术

研发储备了科技人才；公司积极参加国内外的研讨培训，与国内外院校、专家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举办微生

物发展研讨会，加强对外合作。

2015年上半年，为实现农业中国梦，将现代服务理念、现代农业科技和现代管理方法等植入传统农业，积

极筹备的电商平台（提供一揽子种植业解决方案）上线。 公司与中国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现代种业

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基金、北京京粮鑫牛润瀛股权投资基金和江苏谷丰农业投资

基金等五家机构共同投资12亿元的“农商1号”电商平台已于7月16日完成上线工作，并与京东商城、中化化

肥等企业以及美国硼砂集团、以色列瑞沃乐斯等知名农资企业签署协议，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致力于中

国现代农业的建设与发展。

2015年上半年，公司积极推动中国和世界农业文明的融汇和交流，聚焦中以两国农业合作项目，与以中

农业合作交流中心签署《深化合作协议》，决定未来五年在中国合作建设10个以色列现代农业示范园、100个

国际化的农化服务中心和培训1千名农艺师、建设1万块试验田以及10万个水肥一体化示范户，全面引进以色

列水肥一体化技术和服务模式，打造以色列农业综合展示平台。 同时，利用以色列的现代农业资源，开展中国

现代新型农民技术交流培训活动，持续推动以色列先进农业技术在中国的应用，促进中国现代农业发展；通过

举办国际环境保护与农业发展研讨班、第八届国际缓控释肥产业发展高层论坛等国际交流活动，开扩公司的

国际化视角，加速公司国际化建设进程。

2015年上半年，公司临沭基地10万吨/年水溶肥项目、菏泽金正大60万吨/年硝基复合肥项目、广东金正

大一期15万吨/年新型肥料项目、金正大诺泰尔20万吨/年水溶肥项目陆续试车投产，大大丰富了公司产品线。

同时公司与新疆农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并控股新疆金正大农佳乐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收购云南中正

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股权，参股诺贝丰（中国）化学有限公司，对公司优化产品结构、拓宽销售渠道、贴

近服务客户、实现全国合理布局起到了积极作用，提高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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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万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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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相关资料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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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7月22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2015年半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因财务相关工作人员对《企业会计准则》理解错误，每股收

益采用了加权平均方法计算，导致个别数据在计算过程中出现错误，经事后审核，现对披露内容更正如下：

一、“《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的数据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更正前: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1 0.68 4.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1 0.68 4.41%

更正后：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0.68 -39.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0.68 -39.71%

二、《2015年半年度报告》其他的数据

股份变动情况更证前：

股份变动对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等财务指标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为0.71元/股，剔除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781,422,924股后基本

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为0.83元/股，增长16.39%；本报告期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4.78元

/股，剔除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781,422,924股后的每股净资产为9.56元/股，增长100.00%。

更正后：

股份变动对最近一年和最近一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等财务指标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为0.41元/股，剔除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781,422,924股后基本

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为0.83元/股，增长102.44%；本报告期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4.78

元/股，剔除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781,422,924股后的每股净资产为9.56元/股，增长100.00%。

三、《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财务报告》

（1）合并利润表更证前：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71 0.6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71 0.68

更正后：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41 0.68

（二）稀释每股收益 0.41 0.68

（2）补充资料-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更证前：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9.03% 0.71 0.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99% 0.71 0.41

更正后：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

9.03% 0.41 0.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8.99% 0.41 0.41

除上述更正内容之外，公司《2015年半年报》及其摘要、《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公告的其他内容不

变。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今后公司会加强定期报告编制工作,进一

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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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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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鸟华光 60007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原晋锋

电话 0536-2991601

传真 0536-8865200

电子信箱 yuanjf@hg.com.cn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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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158,415.91 783,791,836.15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4,309,878.09 126,958,057.76 -9.96

本报告期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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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6,667.13 -108,528,541.21 96.59

营业收入 2,046,487.68 2,951,020.65 -30.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648,179.67 -10,703,45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048,535.67 -10,715,379.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0.48 -8.06 减少2.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4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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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34 34,138,850 0 质押 7,290,0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大时

代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3.81 13,940,951 0 无

张正委 境内自然人 2.59 9,479,408 0 无

中国电子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未知 1.23 4,481,200 0 无

张大龙 境内自然人 0.95 3,481,699 0 无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94 3,432,324 0 无

陈国华 境内自然人 0.79 2,869,498 0 无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77 2,810,004 0 无

陈波 境内自然人 0.66 2,420,300 0 无

海口万志贸易有限公司 未知 0.65 2,388,8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新控股股东名称 北京东方国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朱小洁

变更日期 2015-04-24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2015年5月13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公司房地产业务情况@?� � � ?2015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确定的工作计划，稳步推进公司房地产项目

的建设。 一方面，公司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资金及建设施工等各方面工作，加快一期工程电力

设备、热力管道、燃气、自来水、外墙保温、消防等配套设施的施工。截止本报告期末，各项配套设施的施工均取

得较大的进展， 为尽早实现一期项目的竣工验收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 公司一期项目楼盘的销售是公司

2015年度销售工作的重点，公司通过强化营销激励手段、激发销售活力等多种方式，做好市场营销工作，促进

公司一期剩余房源的销售。 但由于受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的影响，且潍坊属三线城市，购买力相对较低，致使

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回笼资金速度较慢，对公司造成较大的资金压力。

根据公司规划，"北大锦城"二期工程开工7个建筑单体，包括五栋住宅楼，一栋会所，一个幼儿园。 二期工

程经前期的充分准备，二期工程规划设计方案、图纸设计及图审工作已经完成，土方、支护、桩基施工工作已经

完成并通过验收。 公司将根据房地产市场情况及公司一期房源销售进度、资金回笼情况，适度调节公司二期

项目建设进度。

????� �电子信息类业务情况@� � � � 公司在电子信息行业内规模偏小，技术实力相对较弱，且原材料成本

及人工成本不断上升也对公司经营造成压力，虽然公司通过努力寻找合作资源，不断加强内部资源整合及内

部管理等方式，但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仍有一定幅度的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4.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0.65%；实现营业利润-1416.55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净利润-1476.

53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1264.82万元。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本公司于2015年5月1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5年6月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2015年6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进行了

信息披露。公司于2015年6月25日向中国证监会递交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材料，2015年6月30日收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 2015年7月17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补

正材料。2015年7月2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123号），公司于

2015年7月22日进行了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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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6,487.68 2,951,020.65 -30.65

营业成本 1,998,109.57 1,964,754.77 1.70

销售费用 1,054,204.44 1,114,707.99 -5.43

管理费用 12,854,215.47 13,044,188.71 -1.46

财务费用 -16,507.49 8,657.79 -290.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6,667.13 -108,528,541.21 96.5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85,323.05 -24,611.00 86,993.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000,000.00 65,000,000.00 -133.85

预收款项 171,404,396.03 129,800,665.57 32.0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销售收入减少。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成本变动不大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变动幅度不大。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变动幅度不大。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变动不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支付工程款较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内收到公司北京办事处拆迁补偿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偿还部分长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收到的预售房款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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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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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5年上半年，公司按照董事会确定的工作计划，稳步推进公司房地产项目的建设。 一方面，公司在确保

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合理安排资金及建设施工等各方面工作，加快一期工程电力设备、热力管道、燃气、自来

水、外墙保温、消防等配套设施的施工。 截止本报告期末，各项配套设施的施工均取得较大的进展，为尽早实

现一期项目的竣工验收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公司通过强化营销激励手段、激发销售活力等多种方式，做好

市场营销工作，促进公司一期剩余房源的销售。

二期工程经前期的充分准备，二期工程规划设计议案、图纸设计及图审工作已经完成，土方、支护、桩基施

工工作已经完成并通过验收。 公司将根据房地产市场情况及公司一期房源销售进度、资金回笼情况，适度调

节公司二期项目建设进度。

(4) 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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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代工 1,758,453.49 1,851,372.72 -5.28 -22.32 18.59

减少36.31个百

分点

程控交换机及

传输设备

288,034.19 146,736.85 49.06 -58.10 -63.63

增加7.76个百

分点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在电子信息行业内规模偏小，技术实力相对较弱。 为扭转公司经营困境，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

利能力，根据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战略目标，通过盘活有效资产，逐步向房地产业务转型，进入房地产开发领域。

在电子信息及房地产领域，相对其他同类公司，公司均没有明显优势，核心竞争力不强。

(四)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未有新增对外股权投资。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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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其他

无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资产规模@(万元) 净利润（万元）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置业有限公司 19000 751,141,965.04 -3,085,474.55

潍坊青鸟华光电池有限公司 20500 61,725,612.78 -386,038.29

潍坊青鸟华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1000 5,625,585.89 0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720 4,236,377.47 -394,320.55

潍坊青鸟华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803,139.40 -32,724.33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电子有限公司 500 7,619,872.76 -2,174,434.10

潍坊鑫兴置业有限公司 1000 45,178,083.60 0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置业有限公司实行存续分立，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置业有限

公司存续，另派生成立潍坊鑫兴置业有限公司。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增加潍坊鑫

兴置业有限公司。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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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情况

（1）通过设立或投资等方式取得的子公司

单位：万元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型 注册地 经营范围及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置业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北宫东街 6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建筑安装及建筑装饰；

房地产销售代理及咨询；工程管理服务。

19,000

潍坊鑫兴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山东省潍坊市高新

区北宫东街6号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建筑安装工程、建筑装饰工程的

施工及工程管理服务。

1,000

潍坊青鸟华光电池有限公

司

控股子公司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华光电子区

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电池、电池原材料、设备及相关产

品；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电子产品和通信产品及相关

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的原辅材料、仪器仪

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20,500

潍坊青鸟华光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山东省潍坊高新区

新城街道锦城社区

北宫东街6号

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系统集成，机电设备销售，信息网络

产品开发与销售，信息网络工程设计与施工，信息技术服

务与技术咨询；室内外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水电暖安装

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建筑工程配套服

务。

1,000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电子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北宫东街 6

号

电子设备及零配件的加工服务；光电产品、广播电视产品、

电子产品、应用软件的开发、生产、销售；自动化控制，技术

服务，系统集成。

500

潍坊青鸟华光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潍坊高新区北宫东

街6号

物业管理 100

深圳市北大青鸟华光技术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彩宏

大厦A、B

生产销售 1,000

北京华光电子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

科学城海鹰路9号2

号楼4层414

通信设备、电子产品的制造；电子信息产品及技术的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技术培训；销售

上述开发经鉴定合格的产品及其同类、配套产品。

100

（续表）

子公司全称 期末实际出资额

持 股 比 例

（%）

表决权比例（%） 是否合并报表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置业有限公司 19,000 40 40 是

潍坊鑫兴置业有限公司 1,000 40 40 是

潍坊青鸟华光电池有限公司 17,076 85.37 85.37 是

潍坊青鸟华光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900 90 90 是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电子有限公司 500 100 100 是

潍坊青鸟华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是

深圳市北大青鸟华光技术有限公司 1,000 90 90 是

北京华光电子有限公司 80 80 80 是

（2）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单位：万元

子公司全称

子公司类

型

注册地 经营范围及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通

信技术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

司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北宫东街6号

开发、生产、经营光传输、接入通信技术、

电脑系统应用及集成。

1,000

（续表）

子公司全称 期末实际出资额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是否合并报表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720 51.39 51.39 是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置业有限公司实行存续分立，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置业有限

公司存续，另派生成立潍坊鑫兴置业有限公司。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增加潍坊鑫

兴置业有限公司。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潍坊北大青鸟华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殿斌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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