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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鲁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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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阳股份 股票代码 00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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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轶学 刘兆红

电话 0533-3289991 0533-3283708

传真 0533-3282059 0533-3282059

电子信箱 duyixue@luyang.com sdlyzqb@luy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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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875,155.40 557,799,153.60 -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70,673.67 28,461,549.68 -5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034,622.17 29,047,159.60 -72.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900,613.53 33,365,100.94 115.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1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4% 1.87%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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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878,114.95 1,973,104,072.71 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58,283,357.69 1,568,410,552.92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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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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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耐联合纤维

亚太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9.00% 67,853,820 0

鹿成滨 境内自然人 13.80% 32,284,458 23,980,447

沂源县南麻街

道集体资产经

营管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3% 9,419,798 0

盛新太 境内自然人 1.10% 2,577,313 1,932,985

毕研海 境内自然人 1.10% 2,574,315 2,574,315

高俊昌 境内自然人 1.09% 2,550,022 2,550,022

任德凤 境内自然人 1.04% 2,428,326 0

鹿成洪 境内自然人 0.83% 1,930,870 1,146,985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智

融赢1号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5% 1,757,271 0

厦门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浙

商一号新型结

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8% 1,346,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鹿成滨与任德凤系夫妻关系，2、鹿成滨与鹿成洪系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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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5年05月07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年05月19日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Michael�G.�Fisch

变更日期 2015年05月07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年05月19日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目前，国家正逐步加大力度推进节能环保、节能减排政策，陶瓷纤维行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冶金、石化等陶瓷纤维传统

应用领域由于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仍处在逐步恢复阶段，新建项目减少，在建项目进度放缓，市场需求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因

此，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0.56%。

报告期内，受工程项目建设速度放缓，项目结算及回款期拉长等因素影响，公司应收账款进一步增加，账龄延长，公司按照会

计政策计提的坏帐准备金大幅增长，导致上半年经营利润大幅下滑。公司逾期账款多为大型企业项目工程欠款，客户与公司有着

多年的合作关系，虽然目前资金紧张，但实际发生坏账的风险较小。 公司已采取多项措施积极改善，一方面加强客户信用评价和

货款回收力度，控制货款风险增加；另一方面通过积极的货款回收激励政策和采取银行保理、战略合作等多种方法，降低应收账

款规模。 以上措施自下半年开始已初见成效。

此外，2015年4月17日奇耐联合纤维（苏州）有限公司完成股权交割，购买日至本报告期末实现净利润-3,260,503.65元，对

公司经营业绩造成影响。 随着战略合作推进，协同效应逐步发挥，预期下半年业绩逐步好转。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98,875,155.4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0.56%；实现利润总额14,911,338.47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0.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270,673.67元，较去年同期下降5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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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年4月17日，公司完成了对奇耐联合纤维（苏州）有限公司100%股权交割事项，奇耐联合纤维（苏州）有限公司成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2015年3月23日，公司新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山东鲁阳浩特高技术纤维有限公司，从成立日起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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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088� � � � � � � � � �证券简称：鲁阳股份 公告编号：2015—049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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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7月30日以书面通知及电子邮件的方式通

知全体董事，并于2015年8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鹿成滨先生主持，应到董事九人，实际出

席现场会议董事七人，董事王宇斌先生因公未能现场出席会议，委托董事John� Charles� Dandolph� Iv代为投票表决，独立董事

王铁先生因公未能现场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姜丽勇先生代为投票表决，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投票

方式表决,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5-05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5-052）于2015年

8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供投资者查阅。

二、审议《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更名为“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变更为“LUYANG� ENERGY-SAVING�

MATERIALS� CO.,LTD” 。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修订<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章程》修正案于2015年8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

查阅。

该项议案需提请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3/4以上通过。

四、审议《关于签署<费用补偿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鉴于公司每年需向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耐亚太” ）出具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

报表，并且以英文方式向奇耐亚太提供所有信息、报告、文件和往来函件，从而导致公司成本相应增加，奇耐亚太向公司提供人民

币280万元补偿款。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王宇斌、John� Charles� Dandolph� Iv、Matt� Wayne� Colbert在公司控股股东奇耐亚太及其

关联方任职，三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次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系奇耐亚太因其业务需要造成公司成本增加而进行的费用补偿，有利于减少公司因按照国际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以及资料翻译等造成的成本增加，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发现侵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该项议案提请公司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费用补偿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 于2015年8月13日在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予以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该次关

联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审议《关于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生产经营业务需要，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签署《采购协议》，向公司采购陶瓷纤维制品、氧化铝纤维制品、玄武岩

纤维、耐火砖等产品，年度采购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300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王宇斌、John� Charles� Dandolph� Iv、Matt� Wayne� Colbert在公司控股股东奇耐亚太及其

关联方任职，三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该次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根据实际的生产经营需要并根据市场化原则进行的，有利于奇耐亚太及其关联

方与公司在生产和市场领域协同效应的发挥，有利于公司产品生产销售，签订的《采购协议》定价原则是公允的，本次关联交易

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发现侵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该项议案提请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55）于2015年8月1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予以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该次关联

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审议关于《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回报规划

在综合考虑公司的盈利能力、投资需求、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并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

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重视现金分红，建立了持续、稳定及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能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

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同意公司制定的《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全文于2015年8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关于提议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056� ）于2015年8月1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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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5年7月30日以当面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通

知全体监事，并于2015年8月11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监事长王侃先生主持，应到监事三人，实到

监事二人，监事白晓波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表决,会议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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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5-05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5-052）于2015年

8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供投资者查阅。

2、审议《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更名为“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变更为“LUYANG� ENERGY-SAVING�

MATERIALS� CO.,LTD” 。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修订<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公司章程》修正案于2015年8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

查阅。

该项议案需提请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3/4以上通过。

4、审议《关于签署<费用补偿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费用补偿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4） 于2015年8月13日在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予以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该次关联

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审议《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55）于2015年8月1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予以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该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该次关联

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6、审议关于《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票，不同意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制定的《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及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能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全文于2015年8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网

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予以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002088� � � � � � � � � �证券简称：鲁阳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4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费用补偿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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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耐亚太” ）及其

关联方为外资企业，根据奇耐亚太的业务需求，公司需向奇耐亚太出具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并且以英文方式向奇

耐亚太提供所有信息、报告、文件和往来函件，从而导致公司成本相应增加。 鉴于此，经双方协商，公司与奇耐亚太于2015年8月

11日在公司签署了《费用补偿协议》，奇耐亚太向公司提供一定的补偿以弥补公司增加的成本。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并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关联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

(Unifrax�Asia-Pacific�Holding�Limited)

注册地点： 香港

授权代表： John�Charles�Dandolph�Iv

公司地址：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61-167号香港贸易中心七楼

授权资本： 50,000股，每股1港元

已发行股份 50,000股

注册登记档案号： 33265510

法律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贸易服务、咨询

设立时间： 2010年8月26日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千美元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净资产 -720 116808

2014年度 2015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540 304

净利润 620 32

（三）产权及控制关系：

其控制关系图详见附件。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该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因奇耐亚太管理需要,公司向奇耐亚太出具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并且以英文方式向奇

耐亚太提供所有信息、报告、文件和往来函件等增加的成本，奇耐亚太给予适当合理的补偿。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以公司出具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资料翻译等成本增加额为依据确定补偿金额，定价公允、合理。

五、《费用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双方：公司、奇耐亚太

1、鉴于公司需向奇耐亚太出具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表，并且以英文形式向奇耐亚太提供所有信息、报告、文件和

往来函件，从而导致公司成本相应增加，奇耐亚太向公司提供人民币280万元费用补偿款，该补偿款按季度分期支付，并在当季

度的第25日前向公司支付该期款项。

2、期限：本协议的期限为一年。 若双方同意,�本协议可续期,�并且续期后的协议中的相关条款将由双方届时达成。

3、终止：（1）若UFX� Holding� II� Corporation或其关联方不再作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则任何一方可以终止本协议;�（2）

若双方达成一致认为，公司不再需要向奇耐亚太出具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出具的财务报告以及以英文方式向奇耐亚太提供所有信

息、报告、文件和往来函件，则任何一方可以终止本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控股股东对因其管理需要而使公司增加的成本进行适当合理的补偿。

2、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减少公司因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以及以英文形式向奇耐亚太提供所有信息、报告等造成的成本增加。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1-7月份，公司与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527.82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系奇耐亚太因其业务需要造成公司成本增加而进行的费用补偿，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发现侵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项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2、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系奇耐亚太因其业务需要造成公司成本增加而进行的费用补偿，有利于减少公司因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

务报表以及资料翻译等造成的成本增加，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发现侵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该项议案提请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与奇耐亚太签订的《费用补偿协议》

附件:�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3日

附件：

奇耐亚太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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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与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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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业务需要，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奇耐亚太” ）以及其关联方奇耐联合纤维（临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耐临海” ）、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奇耐上海” ）与公司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奇耐联合纤维（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耐苏州” ）于2015年8月11日在公司

分别签署《采购协议》。 其中，奇耐亚太每年向公司、奇耐苏州采购产品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奇耐上海每年向公司、奇

耐苏州采购产品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奇耐临海每年向奇耐苏州采购产品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取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并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届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关联方介绍

（一）奇耐亚太介绍

1、基本情况

名 称

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

Unifrax�Asia-Pacific�Holding�Limited

注册地点： 香港

授权代表： John�Charles�Dandolph�Iv

公司地址： 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61-167号香港贸易中心七楼

授权资本： 50,000股，每股1港元

已发行股份 50,000股

注册登记档案号： 33265510

法律形式：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贸易服务、咨询

设立时间： 2010年8月26日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千美元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净资产 -720 116808

2014年度 2015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540 304

净利润 620 32

3、产权及控制关系：

其控制关系图详见附件。

（二）奇耐上海介绍

1、基本情况

名 称： 奇耐联合纤维（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上海

法定代表人： SAINTCLAIR�SOARES�LEITAO�MARTINS

公司地址：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美桂北路378号37号楼C\D部位

注册资本： 110万美元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登记档案号： 工商注册号310115400176808

税务登记证号码： 310141775777237

经营范围：

保税区内隔热耐火纤维制品的生产加工，销售自产产品，隔热耐火纤维商品的批发，佣

金代理（拍卖除外）和进出口，提供相关产品的设计、安装、技术咨询、技术培训和售后

服务；保税区内仓储分拨业务；保税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及商品展示；国际贸易、转口

贸易、保税区企业间的贸易及区内贸易代理；通过国内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与

非保税区企业从事贸易业务； 保税区内贸易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

营）

设立时间： 2005年6月8日

2、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

单位：千美元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净资产 15,202 17,939

2014年度 2015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24,017 13,926

净利润 3,526 2,603

3、奇耐上海产权及控制关系：

奇耐上海由UNIFRAX� UK� HOLD� CO.,� LTD持有100%股权，无其他股东。 其控制关系图详见附件。

（三）奇耐临海介绍

1、基本情况

单名 称： 奇耐联合纤维（临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克里斯托弗.布鲁克.罗宾逊

公司地址： 临海市江南街道办事处三姓村2-146号

注册资本： 200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注册登记档案号： 工商注册号331082000059306

税务登记证号码： 331082566989751

经营范围：

汽车净化器衬垫、汽车零配件制造（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

经营的项目）。

设立时间： 2010年12月30日

2、财务状况：

单位：千美元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6月30日

净资产 8091 7770

2014年度 2015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1071 299

净利润 -220 -275

（二）奇耐临海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Unifrax� Asia-Pacific� Holding� Limited（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其控制关系图见附件。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 采购方 供货方 产品种类 采购金额

标的一 奇耐亚太

鲁阳公司

陶瓷纤维制品、氧化铝纤维制品、可溶性纤维制品、耐火砖、岩

棉、浇注料、粘结剂、胶泥、贝克板、锚固件、威盾模块产品

不超过5000

万元

奇耐苏州

陶瓷纤维制品，包括陶瓷纤维棉、毯、模块、板、胶泥、锚固件产

品

标的二 奇耐上海

鲁阳公司

陶瓷纤维制品、氧化铝纤维制品、可溶性纤维制品、耐火砖、岩

棉、浇注料、粘结剂、胶泥、贝克板、锚固件、威盾模块产品

不超过2000

万元

奇耐苏州

陶瓷纤维制品，包括陶瓷纤维棉、毯、模块、板、胶泥、锚固件产

品

标的三 奇耐临海 奇耐苏州 陶瓷纤维棉

不 超 过 3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产品采购价格按照订单签订时的市场公允价格确定，定价公平、合理。

五、《采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采购协议》签约双方介绍：

本次《采购协议》分别由奇耐亚太与公司、奇耐上海与公司、奇耐亚太与奇耐苏州、奇耐上海与奇耐苏州、奇耐临海与奇耐苏

州签署，因此，以下内容涉及的甲方、乙方定义如下：

奇耐亚太与公司签署的《采购协议》中，甲方为奇耐亚太，乙方为公司；

奇耐上海与公司签署的《采购协议》中，甲方为奇耐上海，乙方为公司；

奇耐亚太与奇耐苏州签署的《采购协议》中，甲方为奇耐亚太，乙方为奇耐苏州；

奇耐上海与奇耐苏州签署的《采购协议》中，甲方为奇耐上海，乙方为奇耐苏州；

奇耐临海与奇耐苏州签署的《采购协议》中，甲方为奇耐临海，乙方为奇耐苏州；

（二）《采购协议》主要内容

1、根据生产经营业务需要，公司控股股东奇耐亚太以及关联方奇耐临海、奇耐上海拟与公司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奇耐苏州

分别签署《采购协议》。 奇耐亚太、奇耐上海每年向公司采购陶瓷纤维制品、氧化铝纤维制品、可溶性纤维制品、耐火砖、岩棉、浇

注料、粘结剂、胶泥、贝克板、锚固件、威盾模块产品；奇耐亚太、奇耐上海每年向奇耐苏州采购陶瓷纤维制品，包括陶瓷纤维棉、

毯、模块、板、胶泥、锚固件产品；奇耐临海每年向奇耐苏州采购陶瓷纤维棉产品。

其中，奇耐亚太每年向公司、奇耐苏州采购产品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奇耐上海每年向公司、奇耐苏州采购产品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奇耐临海每年向奇耐苏州采购产品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万元。

2、采购价格

双方同意，产品的价格由双方在订单中约定。

3、付款：

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拟订购产品的货款将按月结算。 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乙方应在每月23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根据截

至当月23日乙方向甲方出售且已经交付的产品制作账单发送给甲方。 如甲方对乙方发送的账单有异议的,� 其应在收到账单后

的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书面提出异议,�并与乙方尽快协商解决。如甲方在收到账单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无异议的,�视为对该等账

单已确认,并应在收到账单后的六十个自然日后以电汇方式向乙方支付账单款项。

4、期限

本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持续1年有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无。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大程度的发挥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在生产和市场领域的协同效应。

2、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有利于公司产品生产销售，有利于双方合作协同效益的发挥。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5年1-7月份，公司与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527.82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的实际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能更有效的利用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与公司之间的产

品和市场资源，更好的发挥协同效应，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没有发现侵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是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根据实际的生产经营需要并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的，有利于奇耐亚太及其关联

方与公司在生产和市场领域协同效应的发挥，有利于公司产品生产销售，签订的《采购协议》定价原则是公允的，本次关联交易

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发现侵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该项议案提请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奇耐苏州分别签订的《采购协议》

附件:�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3日

附件：

奇耐亚太及其关联方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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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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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日期与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9月11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9月10日下午15:00-2015年9月11日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1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下午15：00至2015年9月11日下午15：00�

期间。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5、出席对象：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9月8日。

（1）截至2015年9月8日下午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均可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自然人股东应亲自出席股东大会，本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亲自

出席，法定代表人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6、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的议案》

2、审议《修订<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3、审议《关于签署<费用补偿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审议《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审议《关于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上述议案均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已于2015年8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

以上3-4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时需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第2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3/4以

上通过。 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对以上3-5项议案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5年9月10日

上午9：00—11：30，下午2：00—5：00

2、登记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沂河路11号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5年9月10日下午5�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并电话确

认），不接受电话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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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相

关事宜具体说明如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362088。

2、投票简称：“鲁阳投票” 。

3、投票时间：2015年9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鲁阳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每一议

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 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所有议案 100.00

议案1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的议案 1.00

议案2 修订《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00

议案3 关于签署《费用补偿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00

议案4

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签订《采购协议》构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

4.00

议案5 关于《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5.00

（3）对于所有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 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

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

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等相关

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

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可以在申报五分钟后成功激活。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

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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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9月10日下午15：00至2015年9月11日下午15：00�期间。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

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刘兆红

联系电话：0533-3283708

传 真：0533-3282059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沂河路11号

邮 编：256120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八月十三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5年9月11日召开的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议 案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1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的议案

议案2 修订《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3 关于签署《费用补偿协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4

关于奇耐联合纤维亚太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签订《采购协

议》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5

关于《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1、1–5项议案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 公司名称拟变更为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 英文名称变更为“LUYANG�

ENERGY-SAVING� MATERIALS� � CO.,LTD” ，现需相应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为“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

称为SHANDONG�LUYANG�SHARE�CO.,LTD。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为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 ， 英 文 名 称 为 LUYANG� ENERGY-SAVING�

MATERIALS�CO.,LTD。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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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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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药业 60021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岚 温莉莉

电话 0891-6835752/028-86653915 0891-6835752/028-86653915

传真 0891-6837749/028-86660740 0891-6837749/028-86660740

电子信箱 zqb@xzyy.cn zqb@xzy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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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229,126.46 1,046,443,662.78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1,723,185.77 404,353,467.81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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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602.23 -156,008,389.71

营业收入 915,495,223.20 763,199,477.64 19.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413,789.53 20,537,421.45 1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4,196,320.57 20,326,959.16 19.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1 5.21 增加0.7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8 0.141 18.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8 0.141 1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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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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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62 31,480,000 31,480,000

冻结 31,480,000

质押 14,000,000

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44 29,754,419 0 无 0

北京新凤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9 6,097,601 0 无 0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78 5,506,207 0 无 0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2.40 3,500,000 0 无 0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9 3,483,208 0 无 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

赢1号

未知 2.18 3,174,568 0 无 0

西藏自治区生产力促进中心 国有法人 1.45 2,112,000 0 无 0

西藏源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未知 1.44 2,091,390 0 无 0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0 1,743,757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康哲药业有

限公司、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不存在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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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1,549.52万元，同比增长19.95%；净利润2,399.51万元，同比增长28.5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441.38万元，同比增长18.87� %。

2015年上半年主要工作：

1、GMP/GSP改造工作：公司按照国家新版GMP的要求，克服困难，积极推动公司下属子公司的GMP改造工作，报告期内，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诺迪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和四川诺迪康威光制药有限公司已顺利通过了新版GMP认证； 经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公司决定吸收合并下属全资子公司西藏康达药业有限公司， 截止本报告期末， 相关手续仍在办理之中，

GMP改造工作也正在按计划实施；西藏诺迪康医药有限公司的GSP证书有效期限为2015年12月31日，该公司的GSP改造工作正

在按计划推进中，预计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GSP证书，在此期间对公司正常开展经营活动没有影响。

2、研发和项目申报：完成了红景天人工栽培技术、参数指标的试验和积累；成功报送了国家重大新药创制“国家Ⅰ类新药注

射用红景天苷临床前研究” 项目验收资料。

3、为了控制日常经济活动，经各部门及分子公司的沟通与协调，公司顺利完成了2015年全年预算编制工作。 预算编制工作

的完成，有利于公司奋斗目标的具体化、业绩考核和激励机制的实施。

4、为适应企业经营战略、目标的变化，公司对内部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完善；为促进公司整体业绩持续提升，有效激励员工提

升绩效与业务水平，公司正在不断完善绩效考核实施办法。

5、近年来，公司自有产品的销售出现下滑趋势，公司通过充分考虑，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决定充分利用大股东深圳康哲在药

品销售上的优势，和深圳康哲达成了关于诺迪康的关联交易协议，拉动公司自有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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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5,495,223.20 763,199,477.64 19.95

营业成本 713,744,881.92 610,456,463.36 16.92

销售费用 141,208,287.40 105,568,380.39 33.76

管理费用 22,919,241.22 17,260,628.98 32.78

财务费用 194,214.34 1,147,884.85 -83.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19,602.23 -156,008,389.7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97,904.80 -14,402,387.7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32,339.15 17,579,282.69 -202.58

研发支出 2,200,136.09 1,409,245.51 56.1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6802.80万元，主要原因：一

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26264.36万元；二是本期收到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诺迪康胶囊总经销保证金

3000万元；三是本期购买商品较上年同期增加12549.49万元；四是本期支付的税金增加952.31万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投资活动产生支出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59.55万元，主要原因

为子公司成都厂及威光厂GMP工程改造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支出1000万元影响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561.16万元，主要原因为本

期支付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债务诚意金3000万元影响所致。

4、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支出220万元，其中费用化支出金额为215万元，资本化支出5万元。 费用化

支出主要是公司技术中心研发费用及红景天种植基地试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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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增长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4,837,103.99 3,460,901.09 1,376,202.90 39.76

销售费用 141,208,287.40 105,568,380.39 35,639,907.01 33.76

管理费用 22,919,241.22 17,260,628.98 5,658,612.24 32.78

财务费用 194,214.34 1,147,884.85 -953,670.51 -83.08

资产减值损失 429,489.51 1,921,539.45 -1,492,049.94 -77.65

投资收益 712,507.60 -850,138.44 1,562,646.04 不适用

营业外支出 1,584,075.01 95,372.77 1,488,702.24 1,560.93

所得税费用 7,569,088.07 4,095,400.97 3,473,687.10 84.82

净利润 23,995,110.26 18,662,580.94 5,332,529.32 28.57

1、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37.62万元，增长39.76%，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收入所影响。

2、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564万元，增长33.76%，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导致销售费用增加所影响。

3、管理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65.86万元，增长32.78%，主要原因系本期工资较上期增加226万以及折旧费、费用性税

金等增加所影响。

4、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95.37万元，下降83.08%，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公司银行存款平均余额增加且将更多闲置资金

在银行做结构性存款，增加了利息收入；二是2015年3月28日支付西藏自治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诚意金3000万元转为本

金偿还，减少了借款利息。

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减少149.20万元，下降77.65%，主要原因系本期计提坏账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59万元，存货

跌价损失计提比上年同期减少90万元所影响。

6、 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增加156.26万元，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高新锦泓科技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现金分红款140万

元，而上年该公司的分红款在2014年下半年7月收到，因收款时间差异影响所致。

7、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47.37万元，增长84.82%，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利润增加；二是本期公司及子公司医药

公司和康达公司所得税费用执行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藏政（2014）51号、西藏自治区国家税务局、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藏

国税发（2014）124号文件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暂免征收西藏自治区内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

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本期享受税收优惠后税率的变化，影响递延所得税增加。

8、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533.25万元，增长28.57%，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以及上述因素变动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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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其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系列公告。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不断推动内控规范建设，公司管理工作的改进（包括全面预算管理、绩效管理和

进程管理等）、下属控股子公司GMP/GSP改造工作均在按计划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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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行

业

910,642,185.32 712,857,220.42 21.72 19.56 16.94 增加 1.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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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产品销

售

243,730,289.85 63,917,377.76 73.78 44.91 119.75 增加 -8.93个百分点

药品批发及

其他

666,911,895.47 648,939,842.66 2.69 12.37 11.79 增加 0.51个百分点

本期自有产品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44.91%，主要是本期新活素及注射用丙戊酸钠销售收入增加影响所致；自有产品销

售营业成本比上年增加119.75%，主要是因为本期注射用丙戊酸钠生产成本增加，导致该产品本期毛利率由上年同期的19.58%

下降为5.42%，减少14.16个百分点影响所致。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按剂型

分类

本年收入 本年成本

本年毛

利率

（%）

上年同期收入 上年同期成本

上年同

期毛利

率（%）

毛利率比上

年同期增减

（%）

口服剂 44,493,572.70 10,800,323.93 75.73 46,342,597.27 9,499,088.21 79.50

增加-3.78个

百分点

注射剂 179,190,041.51 47,942,120.52 73.25 103,726,892.40 15,401,556.12 85.15

增加-11.91

个百分点

外 用 涂

膜剂

20,046,675.64 5,174,993.31 74.19 18,677,568.43 4,724,100.59 74.71

增加-0.52个

百分点

合计 243,730,289.85 63,917,377.76 73.78 168,747,058.10 29,624,744.92 82.44

增加-8.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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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地区 2,493,428.28 83.84

上海地区 2,727,778.46 -76.14

广东地区 145,925,517.44 532.67

川渝地区 634,833,521.92 10.66

其他地区 124,661,939.22 -18.07

合计 910,642,185.32 19.56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自2015年2月2日起，公司产品诺迪康胶囊由区域性经销变更为由深圳康哲药业有限公司全国总经销，故本期分地区统计销

售收入变动较大。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在于产品优势，其中：

1、新活素是国内独家生产的生物制剂类国家一类新药，公司已申请了发明专利并获得授权，该产品能迅速改善心衰症状，有

效阻止心脏重塑，降低死亡率，近年来销量不断增长。

2、诺迪康胶囊是我公司独家产品，属于国家级新药，能够全面改善机体缺血缺氧状态，迅速缓解头昏、胸闷、气短等症状，已

入选2012《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3、雪山金罗汉止痛涂膜剂是国家级新药，国际最新剂型，国内独家。 能快速消肿、止痛，且剂型先进，不会导致皮肤过敏。

4、此外，公司还拥有十味蒂达胶囊、小儿双清颗粒等优秀品种。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本公司于2011年与其他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天府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成本1,000万元，投资比例9.09%� ，2014

年12月天府商品交易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在引进新投资者后，公司的持股比例变为7.98%，由于本公司派出一名董事，对被投

资单位有重大影响，采用权益法核算，本期按权益法核算确认投资收益-776,936.84元。

（2） 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四川本草药业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投资渠县新太医药有限公司， 投资成本25万元， 投资比例

25%，本期渠县新太医药有限公司经营亏损，净资产为负数，所以按权益法核算账面价值调整至零。

（3）本公司于2010年与其他投资人共同发起设立成都高新锦泓科技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成本2,000万元，投资比

例为6.67%，无重大影响，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所持对象名

称

最初投资金

额（元）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者

权益变动（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成都高新锦

泓科技小额

贷款有限责

任公司

20,000,000 6.67 6.67 24,110,903.98 1,400,000 -198,885.49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参与发

起设立

天府商品交

易所有限公

司

10,000,000 7.98 7.98 9,157,289.47 -776,936.84 -5,583,930.57

长期股

权投资

参与发

起设立

合计 30,000,000 / / 33,268,193.45 623,063.16 -5,782,816.06 / /

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10%以上的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 西藏诺迪康医药有限公司 成都诺迪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子公司所处行业 商业药品批发 医药制造业

注册资本 44,000,000.00 80,000,000.00

总资产 109,807,170.73 192,799,041.68

净资产 950,757.41 114,517,769.50

营业收入 191,107,859.48 92,056,469.32

营业利润 -2,793,098.27 4,579,032.34

净利润 -4,844,081.48 3,484,265.61

净利润影响比例 -20.19 14.52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度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累计实际投入

金额

成都厂、威光厂GMP改造 4,400.00 2014年已完工，支付尾款 295.92 3,915.52

医药公司GSP改造及拉萨厂

GMP改造

850.00 正在进行 305.18 375.18

产能扩大增加自动生产线 600.00 正在进行 157.86 157.86

合计 5,850.00 758.96 4,4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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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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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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