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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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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顿发展 600209 ST罗顿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丽娟

电话 0898-66258868-801

传真 0898-66254868

电子信箱 golden@public.hk.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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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59,513,164.69 993,195,678.72 993,195,678.72 -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05,601,100.35 721,785,999.44 721,785,999.44 -2.2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958,010.52 -10,301,009.37 -10,301,009.37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8,216,795.21 67,905,522.36 67,905,522.36 -7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3,331,326.49 3,446,789.82 3,279,396.03 -48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4,377,764.24 3,396,356.32 3,238,036.85 -52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87 0.48 0.50 减少2.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3 0.008 0.007 -47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3 0.008 0.007 -4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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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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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00 87,802,438 0 质押 87,800,000

海口金海岸罗顿国际旅业发展有

限公司(清算组)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86 21,329,736 0 无 0

北京德稻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72 20,720,000 0 无 0

海口黄金海岸技术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10 13,628,898 12,666,174 无 0

海南大宇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8 4,304,973 4,304,973 无 0

赵杨 境内自然人 0.63 2,761,601 0 未知

陈立昌 境内自然人 0.41 1,803,750 0 未知

陶学艳 境内自然人 0.40 1,737,455 0 未知

李宏明 境内自然人 0.33 1,456,000 0 未知

陈朝霞 境内自然人 0.29 1,262,213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持有本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有一户，即海南罗衡机电

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公司"）。（2）前10名股东

中法人股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即罗衡机电公司与北京德稻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发现流通股股东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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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主要为酒店经营及管理、装饰工程和网络工程业务。 报告期

完成营业收入1,821.68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73.1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1,

333.1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677.81万元。 报告期营业收入构成及分析如下：酒店经营收

入完成1,477.09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62%，主要原因为市场环境的变化，海口新建高端

酒店日渐增多，市场竞争激烈，由于酒店公司设施有所老化，参与市场竞争缺乏优势，使酒

店业务收入有所下降。 报告期工程类收入完成247.84万元，较上年减少95.17%，由于本期承

接工程项目大幅减少所致。 网络工程业务报告期完成收入75.94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226.30%，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承接信息安全技术劳务项目有所增加。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同比减少1677.81万元，主要原因为装饰工程业务利润减少所致。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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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16,795.21 67,905,522.36 -73.17

营业成本 15,041,046.81 41,527,844.75 -63.78

管理费用 22,855,701.91 21,824,047.81 4.73

财务费用 -120,782.46 -22,424.1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58,010.52 -10,301,009.3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23,941.64 -8,810,160.0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64,738.60 4,991,750.00 -237.52

所得税费用 122,603.27 3,724,709.23 -96.71

其他应收款 9,673,140.50 7,013,283.76 37.93

预付账款 13,717,626.19 4,573,698.28 199.92

预收账款 32,793,794.52 17,748,971.05 84.76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本期工程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本期工程成本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为本期收到利息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收回理财产品款项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所得税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支付工程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变动原因说明: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收到工程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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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同比减少1677.81万元，主要原因为装饰工程业务利润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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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3月12日起停牌，并于2015年3月26

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并与有关各方就重组事项进行积极

的沟通和协调，与交易对方多次沟通和协商资产重组方案，但尚未与交易对方签订意向协

议。 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开展了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 同时，公司认真做好保密工作，

严格控制内幕知情人范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定期发布相关进展公告。

2015年6月17日，因公司与相关重组方就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估值存在较大分歧

以及标的资产股东方对股权转让并不持一致意见，综合考虑收购情况和面临的风险因素，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条件尚不成熟，继续推进将面临不确定因素。 依据《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从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

出发，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

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24日复牌。 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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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工程及设

计

2,478,437.18 1,718,539.71 30.66 -95.17 -93.81

减少15.26�个

百分点

酒店经营 14,770,874.28 12,611,148.11 14.62 -8.62 -7.12

减少1.38�个百

分点

网络通讯工程 759,403.75 711,358.99 6.33 226.30 244.55

减少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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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饰工程及设

计

2,478,437.18 1,718,539.71 30.66 -95.17 -93.81

减少15.26�个

百分点

酒店经营 14,770,874.28 12,611,148.11 14.62 -8.62 -7.12

减少1.38�个百

分点

网络通讯工程 759,403.75 711,358.99 6.33 226.30 244.55

减少4.96�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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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华北 - -100.00

华东 3,187,920.93 -56.44

华南 15,028,874.28 -7.02

西南 - -100.00

西北 - -100.00

3.1.3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

3.1.4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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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

名称

委托理

财产品

类型

委托理财金

额

委托

理财

起始

日期

委托

理财

终止

日期

报酬

确定

方式

预计收益

实际收回本

金金额

实际获得收益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否

涉诉

资金来

源并说

明是否

为募集

资金

关联关

系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口分行

利多多

保证收

益 -14

天周期

型2号

35,000,000

2014

年 11

月 12

日

年 收

益 率

4.00

%

0 677,945.94 是 0 否 否

自有资

金 ， 非

募集资

金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口分行

利多多

保证收

益 -14

天周期

型2号

20,000,000

2015

年 1

月 21

日

2015

年 3

月 3

日

年 收

益 率

3.90

%

89,753.16 20,000,000 89,753.16 是 0 否 否

自有资

金 ， 非

募集资

金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口分行

利多多

保证收

益 -14

天周期

型1号

15,000,000

2015

年 1

月 28

日

2015

年 5

月 19

日

年 收

益 率

3.90

%

179,506.88 15,000,000 179,506.88 是 0 否 否

自有资

金 ， 非

募集资

金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浦发 财

富班车

3号（90

天）

5,000,000

2014

年 10

月 9

日

2015

年 1

月 7

日

年 收

益 率

4.70

%

57,945.21 5,000,000 57,945.21 是 0 否 否

自有资

金 ， 非

募集资

金

合计 / 75,000,000 / / / 327,205.25 40,000,000 1,005,151.19 / 0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

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变更投资项目资金总额 33,057.30

变更后的

项目名称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项目拟

投入金额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

入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变更项目

的预计收

益

产生收益情

况

项目

进度

是否

符合

预计

收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收

益说明

北京罗顿

沙河高教

园区住宅

及配套设

施一期B

区项目

低端网络

产品、网络

安全产品

项目的6,

379.8万元

和移动通

信网络优

化项目的

14,117.5

万元

20,497.30 0 20,497.30 是 4,962.00 12,715.20 100% 是

上海名门

世家商业

广场项目

低端网络

产品、网络

安全产品

项目中的

10000万元

8,096.96 0 8,096.96 是 1,249.00 100% 否

项目仍

在招商

中

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1

低端网络

产品、网络

安全产品

项目中的

10000万元

1,903.04 0 1,903.04 是 100%

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2

兼并免税

商品企业

公司

2,560.00 0 2,560.00 是 100%

合计 / 33,057.30 0 33,057.30 / 6,211.00 / / / /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说明

(1)经公司200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首发变更项目--低端网络产品、网络

安全产品项目中的部分资金6,379.80万元和增发项目--移动通信网络优化项目的全部资

金14,117.50万元， 合计20,497.30万元变更用于北京沙河高教园区住宅及配套设施一期B

区项目；2014年9月10日，本公司收到了北京罗顿沙河公司返还的本公司北京罗顿沙河高教

园区住宅及配套设施一期B区项目投资款本金共计20,497.30万元。2014年9月12日，经公司

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本公司与北京罗顿沙河公司签署了《项目清算备忘录》，按照规定程

序对该项目进行了清算，并委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该项目的清算进行了审计，于2014年

12月31日披露了该项目清算结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于2014年12月26日收到了该项目

的投资收益款项计1,543.20万元。 截止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收到该项目的累计分红款计

12,715.20万元，该项目已经实施完毕；

(2)2006年9月和10月，经本公司三届八次董事会和200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本公司首发募集资金变更项目--低端网络产品、网络安全产品项目中的"罗顿通讯技术

中心"的10,000万元变更用于上海名门世家商业广场项目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其中：用于

支付购买"上海名门世家商业广场"项目房产款项5,735.96万元及装修款项2,361.00万元，

合计8,096.96万元，其余募集资金1,903.04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007年4月26日，

上海时蓄公司与本公司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双方同意终止2006年1月

20日双方签订的《房产买卖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共同经营上海名门世家四期商业广场项

目，并同意将本公司已经支付的购房款全部转为项目投资款，即本公司以上述购买的上海

名门世家(四期)商业广场A、C区房地产及该房产的装修款共计14,696.96万元出资，占该项

目投资和利润分配的比例为38.53%，上海时蓄公司以上海名门世家(四期)商业广场B、D、E

区房地产价值23,442.80万元出资，占该项目投资和利润分配的比例为61.47%，双方按约定

的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及承担风险。 截止2015年6月30日，已使用项目投资款5,735.96万元，

装修款2，361万元以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1,903.04万元。 根据该项目的 《房屋租赁合

同》，该项目于2009�年1�月1�日由上海时蓄基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整体承租，再由其负责

对外分割招商出租，租赁期限为2009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免租期为24个月；

（3）2011年8月和9月，经五届2次董事会、五届2次监事会批准以及201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批准， 兼并海南免税商品企业公司项目资金2,560万元已经永久性变更用作补充

公司的流动资金。 截止2015年6月30日，该项目变更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公司持股

比例

总资产（万

元）

净资产（万

元）

营 业 收 入

（万元）

净利润（万

元）

经营范围

海南金海岸罗

顿大酒店有限

公司

38,246.61 51% 23,367.17 18,098.80 1,471.97 -862.24

主要从事宾馆、酒店及

其配套服务设施的经

营及管理

海南金海岸装

饰工程有限公

司

3,000.00 90% 13,296.85 6,268.51 20.81 -182.13

主要从事室内外装修

装饰工程设计、 施工，

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

销售

上海罗顿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 90% 13,714.00 2,567.79 2.24 -274.00

主要从事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 建筑材料，装

潢材料的销售

海南罗顿园林

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

1,000.00 70% 1,358.29 341.68 - -26.18

园林项目咨询、 设计、

施工， 景观艺术品咨

询、设计、施工，园林产

品的开发、销售。

海南罗顿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

1,000.00 70% 285.45 247.86 245.60 -27.55

建筑项目咨询、工程技

术咨询、 规划设计、建

筑设计、 景观设计、室

内装饰设计、道路桥梁

设计。

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2.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5年4月10日，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的利润分配方

案，同意按公司2014年末总股本439,011,16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

利0.065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2,853,572.60元，占2014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本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为30.80� %，分配后尚结余未分配利润119,818,219.61元，结转下一会

计年度；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2015年5月20日公司披露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15年5月27日。

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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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10股派息数(元)（含税）

每10股转增数（股）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3.3其他披露事项

3.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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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3.3.2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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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本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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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松先生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年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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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成药业 股票代码 002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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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晓风 胡铱

电话 (0898)�68592978 (0898)�68592978

传真 (0898)�68592978 (0898)�68592978

电子信箱 yuxiaofeng@shuangchengmed.com huyi@shuangchengm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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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043,496.00 70,012,535.48 25.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304,956.76 26,796,002.73 -16.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6,242,137.33 20,702,788.43 -2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72,425.71 6,523,187.94 25.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7 -28.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4% 3.05%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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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859,923.13 943,541,801.75 34.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58,281,328.14 893,553,634.48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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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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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28% 139,516,546 139,516,546 质押 120,120,000

HSP�INVESTMENT�

HOLDINGS�LIMITED

境外法人 15.49% 64,915,479 64,915,479

MING�XIANG�CAPITAL�I,�

LTD.

境外法人 6.70% 28,080,42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9% 4,999,74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和聚民享1号管理型金融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88% 3,704,4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3% 3,499,9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3,306,310

MING�XIANG�CAPITAL�

II,�LTD.

境外法人 0.55% 2,296,497

胡军

境内自然

人

0.54% 2,261,407

林敏杰

境内自然

人

0.48% 2,020,6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双成药业实际控制人王成栋先生直接持有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100%股

份；双成药业实际控制人Wang�Yingpu（王荧璞）先生直接持有HSP�

Investment�Holdings�Limited100%股份；王成栋先生与Wang�Yingpu

（王荧璞）先生为父子关系。 MING�XIANG�CAPITAL�I,�LTD.与MING�

XIANG�CAPITAL�II,�LTD.的最终普通合伙人相同。 此外，公司未知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胡军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2217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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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层紧紧围绕董事会制定的年度经营计划和目标任务开展工

作。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88,043,496.0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75%，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304,956.7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6.76%。 报告期内,公司

各项销售业务保持平稳的增长，但是研发费用支出、股权激励成本增加及市场和政策等不

确定因素，导致利润同比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关于收购杭州奥鹏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及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46%股权”项目，公司已向浙江

巨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46%股权的全部转让价款，股权

过户相关手续已经完成。 公司制定的股权激励计划在报告期内已经完成了限制性股票首

次的授予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国际化项目，原料药出口数量及收入都有所增加。 在国际化的

进程中，公司从欧美聘请了多位有博士学位的科研人员，组成双成研发中心的领导团队。

他（她）们拥有在美国FDA、世界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是药品研发的

参与者和领导者。 另外，公司与德国Dr.� Lothar� B?ning和Dr.� Helmut� Wolf签订了《意

向书》，希望通过购买对方的现有股权从而获得Lyomark� Pharma� GmbH以及Bendalis�

GmbH各74.9%的股权，加快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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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693� � � � � � �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5-089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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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2015年7月27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2015年7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成栋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于2015年8月3日刊登

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于2015年8月3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93� � � � � � �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5-090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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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7月27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2015年7月30日14:00在公司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出席会议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于晓风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丁卫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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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的规定和要求执行，

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备查文件

1、《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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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 股票代码 0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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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观群 张莉瑾

电话 （0575）86017157 （0575）86017157

传真 （0575）86125377 （0575）86125377

电子信箱 sgq@cnhu.com investor@cn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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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358,143.65 2,130,497,928.40 -9.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5,616,696.74 548,723,718.22 -66.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1,694,506.81 543,999,717.00 -72.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0,107,231.33 494,142,950.89 -35.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50 -66.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50 -6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1% 6.70% 减少4.09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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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7,416,839.21 9,123,764,118.06 -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819,903,319.28 7,015,166,458.12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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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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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6.36% 613,678,257

BILL�&�MELINDA�GATES�

FOUNDATION�TRUST

境外法人 1.47% 16,057,17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七组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 11,445,324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投资管理

公司－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90% 9,791,92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医疗保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外法人 0.73% 7,999,855

瑞典第二国家养老基金－自

有资金

境外法人 0.70% 7,612,769

SUVA瑞士国家工伤保险机

构－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67% 7,246,541

安大略省教师养老金计划委

员会－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57% 6,230,746

毕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毕

盛中国A股投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0.56% 6,102,500

胡柏剡 境内自然人 0.55% 5,962,389 4,471,7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胡柏剡为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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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31亿元，同比下降9.3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86亿元，同比下降6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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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方式 股权取得时点 出资额 出资比例

NHU�EUROPE�

GmbH

新设子公司 2015年5月 127.5万欧元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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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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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年7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3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11名，实际

参加表决的董事11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两名关联董事（胡柏剡、周贵阳）进行了回避表决。

特此决议。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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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与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两名关联

董事(胡柏剡、周贵阳)进行了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规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决策规则》等的有

关规定和审批权限，上述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不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关联交易

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

细分

关联人

预计年均交易金额

（万元）

去年总金额

（万元）

采购蒸汽 蒸汽 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6500 5104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环保能源"）：成立于2004年12月，注册资

本72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杨言中，法定住所为浙江省上虞市杭州湾精细化工园区，

主要经营范围：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蒸汽供应，垃圾发电和供热技术咨询，电器设备安装

（凡涉及许可证制度的凭证经营）。 截至2015年6月30日，春晖环保能源未经审计的资产合

计32,596.08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8,398.43万元，2015年1-6月主营业务收入12,648.34

万元，净利润4,938.64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胡柏剡、周贵阳在春晖环保能源担任董事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10.1.3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3、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预计与春晖环保能源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年均交易额约为6500万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浙江新和

成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与春晖环保能源签订2015-2016年度供用汽协议，用汽以吨为单位进

行计量，蒸汽价格根据每月总量大小分为五档，每月用量在1万吨以下参照上虞市物价局分

档价格结算，用量在1万吨以上按用量进行浮动优惠。 双方按月结算，结算日为每月月底前

一天，次月10日前付50%款，次月25日前结算清上月汽费。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子公司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浙江新和成特

种材料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蒸汽，通过春晖环保能源集中采购，能减少采

购环节和提高使用效率。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2015-2016年度，公司及公

司子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将与浙江春晖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系必

要、合理的关联往来；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定价原则公允，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的情况。 独立董事对此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3日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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