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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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顶 600678 *ST金顶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闫蜀 杨业

电话 0833-2218123 0833-2218555

传真 0833-2218118 0833-2218118

电子信箱 scjd600678@163.com scjd60067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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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482,248.67 360,639,919.06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5,291,499.28 23,579,242.01 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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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9,988.52 14,301,111.14 -203.84

营业收入 25,787,896.06 21,344,737.00 2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67,121.63 3,587,559.39 -4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37,571.96 -3,350,602.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0503 5.8182 增加38.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6 0.0103 -45.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6 0.0103 -4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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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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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7.80 97,002,984 质押 810,000,000

周永祥

境内自然

人

1.53 5,356,388 无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未知 1.00 3,500,091 无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

融赢华泰3号伞形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90 3,137,238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未知 0.73 2,536,40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并购重组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0.72 2,523,317 无

唐佳玮

境内自然

人

0.72 2,509,682 无

欧阳华珍

境内自然

人

0.66 2,295,995 无

东吴基金－光大银行－东吴鼎

利52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60 2,095,200 无

于桂云

境内自然

人

0.58 2,013,2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系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公司上述其余前十名

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

除海亮金属外，公司未知其余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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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董事会年初制订的工作计划，层层分解落实，持续推进项目建设,积

极努力开拓市场，实施绩效目标考核，并大力推进内控制度建设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 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2,579万元，同比增加20.8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6.71万元。

（一）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生产经营情况

（1）石灰石生产情况

公司经营管理层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拓展市场，努力克服石灰石矿山老矿区可开采量不足的困难，有

效整合生产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生产石灰石102万吨。

（2）氧化钙生产建设情况

公司年产60万吨活性氧化钙生产线已于2014年年底完成了全部三条生产线的机械电气、 仪器仪表

安装、炉内耐火材料砌筑及厂区路面硬化等工作。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年产60万吨活性氧化钙三条生产线

全部具备生产条件，目前有三台炉窑已经点火进入试生产，报告期内生产氧化钙产品1.5万吨，其余炉窑

也将根据市场情况逐步投入生产。

（3）物流园区项目运营情况

公司物流园项目已于2014年年底交付子公司———金铁阳物流有限公司运营，报告期内实现货物接卸

量7.6万吨。

2、可持续经营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采取多种措施加快新项目的建设进度，截止目前，石灰石矿山年产800万

吨技改工程和年产20万吨纳米级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已经完成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按计划持续推

进。

（1）石灰石矿山800万吨/年技改项目

石灰石矿山是公司的核心资产，为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与资金优势，公司拟投资2.63亿元实

施年产800万吨石灰石矿山技改工程项目，将产能由现有的260万吨/年提升至800万吨/年。

截止目前，公司已经完成技改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设计技术交流、矿山开采设计方案论证、主体设备

考察调研、数字化绿色矿山技术交流等工作。项目可行性报告、项目备案、节能评估已经完成，各项工作正

在按计划推进中。

（2）开发建设年产20万吨纳米级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

该项目拟投资1.48亿元，系利用公司富余的活性氧化钙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二氧化碳进行

深加工，并生产纳米级碳酸钙产品系列产品。目前已经完成项目备案，安全预评价报告、节能评估、安全条

件论证报告、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等前期准备工作。

3、加强内控建设，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在2014年完成154项制度的建立和修订基础上，对其执行

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梳理，新增和修订了部分内控制度，并组织实施了办公OA系统建设。

4、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顺利推进

为尽快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改善基本面，在大股东海亮金属支持下，公司启动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于2014年11月27日和2015年5月21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并在2015年6月16

日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积极配合中介机构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目前证监会已正

式受理公司申请，相关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 重组标的公司北京德利迅达科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IDC、

CDN业务以及基于IDC、CDN的增值服务业务，其中IDC业务包括IDC概念设计、建设施工阶段的系统集

成以及IDC运营业务，属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二）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根据董事会全面恢复可持续经营能力的年度工作目标，努力组织各生产单元，

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提升经营绩效，但由于产品单一、新项目生产销售尚未形成盈利能力，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亟待解决：

1、盈利模式单一，抗风险能力不强

公司重整结束后，原有生产设施已全部淘汰，利润来源主要依靠石灰石销售。 但石灰石为粗加工产

品，附加值较低，利润率不高，同时公司目前客户也比较单一。

受经济下行的不利影响，公司氧化钙设备虽已安装调试完工，但目前仅有部分生产线投入生产。公司

将根据市场和生产情况逐步实现全线投产，力争实现预期目标，尽快对公司业绩提供有效支撑。 另外，氧

化钙产品还需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拓展市场，盈利能力短期无法显现。同时，矿山800万吨/年技改项目和年

产20万吨纳米级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均处于前期准备阶段，短期内无法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供支持。

公司物流园项目已于2014年年底交付子公司———金铁阳物流有限公司正式运营，由于受经济下行影

响，铁路干线货运量大幅下降，导致我公司专用铁路接卸量未达预期。

2、人才流失和新项目技术、管理类人才的缺乏

2009年以来，一方面由于公司长期停产，造成公司部分技术专业人才流失。另一方面因公司原有产业

已全部淘汰，在建项目与原有产业比较，基本属于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新的生产经营和市场需求形势下，

公司尚需在技术、管理类人才甄选培育方面加大力度。

（三）2015半年度主要财务指标重大变化及其原因分析：

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资产表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7,504,309.33 21,577,026.08 -14,072,716.75 -65.22

按合同支付购货款，支付工程款

等减少。

其他应收款 366,723.38 1,782,798.07 -1,416,074.69 -79.43

本期收回乐山兴业公司往来款

269万元。

其他流动资产 250,478.08 649,874.89 -399,396.81 -61.46

主要是母公司增值税留底税金减

少

长期应收款 2,740,000.00 1,700,000.00 1,040,000.00 61.18

本期支付上年矿山地质恢复治理

保证金104万元。

在建工程 30,816,236.47 23,059,112.25 7,757,124.22 33.64

主要是公司今年厂区公路项目、

800万吨技改项目及矿山筛分水

洗项目建设增加。

长期借款 20,000,000.00 0 20,000,000.00 100

本期向海亮财务公司新增借款

2000万元。

应付账款 15,901,666.87 39,336,518.60 -23,434,851.73 -59.58

主要是本期清偿中十冶集团有限

公司债权款2090.20万元。

预收款项 545,598.43 825,896.71 -280,298.28 -33.94 产品销售结算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4,263,863.28 6,757,649.27 -2,493,785.99 -36.90 本年1月支付2014年度慰问金等

少数股东权益 2,935,484.36 4,082,884.94 -1,147,400.58 -28.10 主要是子公司今年亏损。

损益表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787,896.06 21,344,737.00 4,443,159.06 20.82

主要是矿石销售增加5万多吨，增

加收入110万元，另今年销售氧

化钙产品11994吨，实现收入

261.52万元，上年同期无此项收

入。 另子公司今年1-6月完成吞

吐量76354吨，实现营业收入158

万元，上年未经营

营业成本 26,173,413.28 15,042,892.91 11,130,520.37 73.99

一方面是矿石销量增加及销售成

本增加影响成本增加258.95万

元，另一方面是今年氧化钙成本

增加522万元；另子公司今年增

加销售成本307万元。

营业税金及附加 320,196.74 61,210.68 258,986.06 423.11 因收入增加而增加

财务费用 8,085,072.53 3,579,158.07 4,505,914.46 125.89

主要是一方面借款增加（上年同

期借款1.95亿，现借款2.6亿）；另

一方面是上年大部分利息进行了

资本化（上年末主要项目都办理

了竣工）。

营业外收入 16,920,576.92 6,954,638.20 9,965,938.72 143.30

主要是本期支付中十冶债权清偿

款后，获重组收益1673万元，而

上期收到关闭小企业奖励411

万，经济增长奖励3万元，另公司

根据川国税函[2008]155号文及

峨眉山市国税局批复同意，公司

将2012年过期存货进项税不作

转出处理，调整增加营业外收入

70.69万元。

净利润（净亏损

以“－”号填

列）

819,721.05 3,495,330.27 -2,675,609.22 -76.55

由于上述原因影响，今年公司实

现利润81.97万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利润267.56万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减少

162.04万元

少数股东损益 -1,147,400.58 -92,229.12 -1,055,171.46 1,144.08

本期四川金铁阳物流有限责任公

司亏损234.16万元，按股份比例

归少数股东的损益为亏损114.74

万元，比上年增加亏损105.52万

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

17,698,439.39 29,743,692.63 -12,045,253.24 -40.50 主要是当期结算收到票据较多。

收到的其他与经

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1,337,636.73 7,536,038.66 -6,198,401.93 -82.25

上期收到政府的各项补助614万

元，本期收到政府奖励款5万，失

业保险补贴138833.00元。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12,393,857.46 6,957,946.23 5,435,911.23 78.13

一方面是母公司1月支付2014年

度慰问金等，另一方面是子公司

增加（子公司2014年12月开始运

营）。

支付的各项税费 4,635,856.46 2,271,180.20 2,364,676.26 104.12

主要是本期销售收入增加相应增

加税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9,077,943.88 3,963,162.36 5,114,781.52 129.06

主要是本期合并子公司发生

123.67万元；另外支付矿山地质

恢复治理保证金104万元，支付

绿化费246万元，支付危岩设计

费106.48万元，上期无。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5,500.00 1,229,000.00 -1,223,500.00 -99.55 上期处置废旧设备、车辆等较多。

收到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4,011,000.00 100,000.00 3,911,000.00 3,911.00

本期收项目保证金比上年同期增

加。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所支付

的现金

12,126,444.34 28,483,546.72 -16,357,102.38 -57.43

氧化钙项目2014年12月竣工后，

目前公司只有矿山800万吨技改

项目还在建设，本期投入比上年

同期减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41,000.00 138,179.15 202,820.85 146.78

本期因到期退项目保证金比上期

多。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4,900,000.00 -4,900,000.00 -100.00

上期收到子公司-四川金铁阳物

流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另外两名股

东投资款，本期无此项。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20,000,000.00 195,000,000.00

-175,000,

000.00

-89.74

本期收到海亮财务公司借款

2000万元，上年同期收到1.95亿

项目投资借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95,000,000.00

-195,000,

000.00

-100.00

主要是上年公司收到财务公司借

款19500万元，并已将其用于归

还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对

公司的借款，今年无此项。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9,235,278.13 5,492,500.00 3,742,778.13 68.14

一方面借款增加（上年同期借款

1.95亿，现借款2.6亿）；另一方面

是上年大部分利息进行了资本化

（上年末主要项目都办理了竣

工）。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2,000,000.00 0.00 2,000,000.00 100.00

本期归还海亮金属贸易集团有限

公司对公司的借款200万元。

（四）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1、公司前期融资相关情况说明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与海亮财务公

司签署了《借款合同》，由海亮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借款2亿元用于新项目前期建设投入的其他来源资

金置换以及流动资金周转。

为了确保公司可持续经营项目的建设及日常营运资金正常周转，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由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本公司新增8000万元人民币临时授信额度。

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为了确保公司800万吨矿山技改工程项目建设，财务公司向本公司

新增1亿元人民币临时授信额度,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共计收到海亮财务公司借款本金27,000万元。

2、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说明

为尽快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改善基本面，在大股东海亮金属支持下，公司启动了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于2014年11月27日和2015年5月21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相关议案，并在2015年6月16

日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证监会已正式受理公司申请，相关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

（五）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立足现有石灰岩矿山资源和铁路专用线的优势，目前已完成矿山资源增划项目、活性氧化钙项目和

现代物流园区项目（一期），正在全力推进石灰石矿山800万吨/年技改项目、年产20万吨纳米级碳酸钙系

列产品项目。 计划在未来实现从石灰石矿山矿石开采到产品加工及物流运输的完整产业链条，充分发挥

公司内部上下游产业的协同效应，提高盈利能力。

1、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拓展市场，努力克服石灰石矿山老矿区可开采量不足

的困难，有效整合生产能力。实现石灰石开采量102万吨。同时，由于公司新进入氧化钙生产和物流运输行

业，生产及市场情况都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培育，公司氧化钙生产及物流运输吞吐量均未达预期。

2、项目建设进展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管理层采取多种措施加快新项目的建设进度，截止目前，石灰石矿山年产800万

吨技改工程和年产20万吨纳米级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已经完成前期各项准备工作， 正在按计划持续推

进。

（1）石灰石矿山800万吨/年技改项目

石灰石矿山是公司的核心资产，为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与资金优势，公司拟投资2.63亿元实

施年产800万吨石灰石矿山技改工程项目，将产能由现有的260万吨/年提升至800万吨/年。

截止目前，公司已经完成技改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设计技术交流、矿山开采设计方案论证、主体设备

考察调研、数字化绿色矿山技术交流等工作。项目可行性报告、项目备案、节能评估已经完成，各项工作正

在按计划推进中。

（2）开发建设年产20万吨纳米级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

该项目拟投资1.48亿元，系利用公司富余的活性氧化钙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二氧化碳进行

深加工，并生产纳米级碳酸钙产品系列产品。目前已经完成项目备案，安全预评价报告、节能评估、安全条

件论证报告、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等前期准备工作。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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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材业 23,057,343.65 21,702,795.61 5.87 18.74 55.42

减少84.96个百

分点

物流辅助业 1,581,133.13 3,066,819.33 -93.9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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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灰石 20,442,085.30 16,478,764.59 19.39 5.71 18.64

减少50.58个百

分点

水泥 0.00 0.00 -100.00 -100.00

减少100.00个

百分点

氧化钙 2,615,258.35 5,224,031.02 -99.7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物流辅助业 1,581,133.13 3,066,819.33 -93.9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本期营业收入2579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20.82%。 主要是矿石销售收入2044万元，新产品氧化钙实

现销售收入262万元，子公司金铁阳物流辅助实现收入15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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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地区 24,638,476.78 26.88

（七）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立足现有石灰岩矿山资源和铁路专用线的优势，目前已完成矿山资源增划项目、活性

氧化钙项目和现代物流园区项目（一期），正在全力推进石灰石矿山800万吨/年技改项目、年产20万吨纳

米级碳酸钙系列产品项目。

在公司年产800万吨技改项目完成后，现有矿山可开采量将由650万吨增加至2.7亿吨，年生产能力将

由260万吨扩大到年产800万吨。 随着生产规模的逐步扩大，矿石开采成本将大幅下降，在国家对矿山企

业整合、矿业权实行准入管理，对小型矿业开发进行限制的情况下，公司矿山储量大、品位高、运距短及开

采成本低的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 届时，除满足公司自用外，还可实现对外销售，增加公司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利用闲置土地建设年产60万吨活性氧化钙生产线，一方面可增加矿石销量，降低氧化钙生

产成本。另一方面还可提高矿石产品附加值，随着公司氧化钙深加工产品的逐步开发，氧化钙产品附加值

将进一步提升。

为消除乐山、峨眉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瓶颈问题，乐山市政府将公司物流园区项目列为乐山市"十二

五"规划物流业重点项目之一，同时纳入《乐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纲要》。 公

司物流园区项目建成后，可扩大公司产品销售半径，为当地建材、化工生产企业代收代发原燃料和产品，

可进一步拓展公司资产的盈利空间 。

同时，本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德利迅达95%股权，在保持上市公司原有业务正常发展的情

况下，进入云计算行业，发展新业务，增强本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股东带来合理回报。

（八）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2014年度不分配不转增，因此报告期内没有需要执行的利

润分配方案。

2、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每10股送红股数（股） 0

每10股派息数(元)（含税） 0

每10股转增数（股） 0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九）其他披露事项

1、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说明

公司石灰石矿山目前可开采储量已极为有限，800�万吨/年矿山技改虽然已完成前期准备，但是由于

资金限制及技改完成形成生产能力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导致公司可开采、销售矿石量受到较大的影

响，新项目年产 60�万吨活性氧化钙生产线和物流园区项目虽已投入运营， 但由于氧化钙生产销售和物

流运营是公司新进入的生产经营领域，生产情况以及市场运营情况尚需经过进一步培育和摸索，公司预

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为亏损。

2、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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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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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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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确定，所有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财务报表。 本期合并财务

报表范围为本公司和子公司四川金铁阳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铁阳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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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董事长:�杨学品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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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源精制 股票代码 002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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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莹莹

电话 0437-3166501

传真 0437-3166501

电子信箱 liyuanxingcaizqb@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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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639,791.99 931,345,948.45 1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7,817,819.05 211,589,947.26 1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9,912,392.32 211,589,947.26 13.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10,123,089.15 382,527,226.89 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3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 0.23 1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30% 6.62%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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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4,688,474.38 6,701,306,082.62 1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03,509,191.53 3,436,334,505.58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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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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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民 境内自然人 17.31%

162,000,

000

162,000,000

张永侠 境内自然人 10.10%

94,500,

000

94,500,000

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

产品

-022L-CT00

1深

其他 1.38%

12,9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国证

有色金属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6% 7,123,165

全国社保基金

四一四组合

其他 0.43% 3,999,434

陈颖鹏 境内自然人 0.41% 3,829,321

俞占飞 境内自然人 0.41% 3,820,000

张莹莹 境内自然人 0.34% 3,172,500 2,379,374

韩宝利 境内自然人 0.33% 3,089,246 3,089,246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聚瑞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30% 2,799,8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王民、张永侠夫妇，构成关联关系。 2、本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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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股东陈颖鹏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3,829,

321股，股东俞占飞通过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3,82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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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根据年初下达的计划指标，经过全体员工的努

力，较好的完成上半年的各项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8,764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6.78%；净利润24,782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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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设立子公司导致的合并范围变动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实收资本 业务性质

本公司

持股比例

经营情况

沈阳利源轨道交

通装备有限公司

3000万 3000万 制造 100% 未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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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民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

2015-041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源精制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7月30日上午9:30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

于2015年7月2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报告方式发出。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王

民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应到董事9名，现场实到

董事9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的议案专项报告的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安排》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安排如下:

职 务 姓 名 薪酬/年(税后)

总经理 王 民 60万元

副总经理 罗颖俊 40万元

总工程师 郑祥健 40万元

副总经理 王建新 30万元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张莹莹 30万元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501

证券简称：利源精制 公告编号：

2015-042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

会议于2015年7月30日下午13：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7月20日以书面报告方式发出。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监事。本次监事会由监

事会主席王素芬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认真审阅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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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7月30日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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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麻产业 股票代码 00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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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 泓 朱佩红

电话 （0574）88251123-8219 （0574）88251123-8266

传真 （0574）88253567 （0574）88253567

电子信箱 hrm@yakgroup.com hrm@yakgro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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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556,420.09 140,131,137.06 5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0,451,722.81 7,141,747.07 1,446.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8,771.02 395,887.08 -49.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9,920,910.22 18,730,594.35 326.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04 9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04 9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58% 2.14%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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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4,935,377.75 912,072,381.85 2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7,986,338.22 611,552,861.25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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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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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8% 78,454,576 0

张国君 境内自然人 1.76% 4,581,148 3,435,86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盈核心优势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 4,073,051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2% 2,914,886 0

陈威海 境内自然人 1.08% 2,818,162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宝盈先进制造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2% 2,394,274 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2,235,355 0

尤鹃 境内自然人 0.79% 2,070,086

北大先行泰安科技产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2,015,530 0

王宗臻 境内自然人 0.53% 1,384,336 1,038,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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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陈威海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62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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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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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经营范围为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汉麻及麻类生物种植技术的研发及

技术转让、咨询、服务；汉麻籽、花、叶、杆、韧皮等生物质材料的产业化研发及技术转让、咨询、服务；麻类

生物质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汉麻装饰建材、板材、木质陶瓷、橱柜厨房用具的研发、生产；服装鞋

帽、服饰、针纺织品的研发、生产；服装辅料技术咨询及检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目前公司主要从事汉麻纤维、纱线生产加工；汉麻纺织品、家居用品等汉麻产品业务及“牦牛” 、

“宝马”黑炭衬系列产品和“宾霸”里布的生产与销售。

2015年上半年度，公司和中国众多纺织企业一样，同样面临内需不足外销不旺，产能过剩的局面，

尤其是日元和欧元的贬值，对以出口日本和欧洲为主的公司产品的外销，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报告期

公司服装辅料业务收入下降。 公司正视困难和不足，全体干部员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重点完成了以下

工作：

1、积极做好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重组标的公司的筛选、重组条件谈判、

资产评估及重组协议签署等系列工作，并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材料经深交所审核后上报了中国证监会。

2、努力完成汉麻新型纺纱项目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汉麻纺纱项目按计划进度投资建设，预计在

2015年底竣工，届时能解决汉麻纺纱生产能力问题，满足市场对汉麻纱线的需求。

3、抓好战略规划布局的落实，推进公司战略升级转型工作。 公司在不影响重大资产重组的前提下，

筹划逐步退出传统产业向汉麻产业转型，实现公司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21,455.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3.11%；营业成本18,955.58� 万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8.12%；期间费用2,618.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41� %；实现营业利润-69.03万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8.08%；实现利润总额14,640.4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20.1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1,045.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46.56� %。 增长的主要原因：（1）公司报告期实现营

业总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53.11%的原因是报告期汉麻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公司报告期营业成

本比上年同期增长68.12%的主要原因是汉麻产业销售额比上年同期增加，导致营业成本也增加。 （3）

公司报告期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158.08%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毛利率下降。 （4）公司报告期实

现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1020.16%、1446.56%，主要原因是股

份公司的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等被征收完成后增加了营业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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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036

证券简称：汉麻产业 公告编号：

2015-065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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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通知于2015年7月17日

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7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在宁波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

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国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经与会董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半年报告摘要刊登于

2015年7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关于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于2015年7月31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

002036

证券简称：汉麻产业 公告编号：

2015-068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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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976号文《关于核准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的批复》核准，公司以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2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总股本202,248,900股

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配售A股股份，共计可配售股份总数为60,674,670股，配股价格5元

/股。截至2014年10月30日止，公司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58,532,956股，每股发行价格5.00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292,664,78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计人民币15,418,476.3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277,246,303.65�元，募集资金到账情况已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

具了“信会师报字[2014]第114480”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15年1-6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3,396.34万元,累计已实际使用募集资金10,801.24万元。

2、截至2015年6月30日,暂时闲置募集资金8,600万元进行了银行结构性存款，在12个月内滚动使

用（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3、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将7,400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159.35万元（包括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

户，2014年11月公司与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宁波银行国家高新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2014年12月公司及武汉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与保荐机构长

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银行咸宁分行嘉鱼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

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有2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专户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宁波银行高新区支行 50010122000527807 511,975.19

开户单位为汉麻产业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嘉鱼支行 559966204266 11,081,534.21

开户单位为武汉汉麻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合 计 11,593,509.4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7,724.6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396.3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801.2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

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汉麻纺纱

项目

否 27,724.63 27,724.63 3,396.34 10,801.24 38.96%

2015年12

月31日

0 是 否

合 计 27,724.63 27,724.63 3,396.34 10,801.24 38.96% 0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2,100万元置换已预先投资设立武汉汉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的自筹资金。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已于2014年11月30日前完成本次募集资金置换。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7,400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1）2014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使用不超过10,000万元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不超过六个月，到期将以自有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2015年4月27日， 公司在规定资金使用期限内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000万元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3）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同意将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继续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不超过12个月。 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从募集资金银行专户划出1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4）根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于2015年6月17日归还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2,600

万元。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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