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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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兴特钢 股票代码 002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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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继斌 徐凤

电话 0572-2352506 0572-2768696

传真 0572-2768603 0572-2768603

电子信箱 yxzq@yongxingbxg.com yxzq@yongxingbx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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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880,660.46 2,110,709,688.67 -1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2,163,357.74 153,517,052.20 -2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3,043,821.80 134,763,397.02 -2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8,328,262.85 169,567,080.58 -175.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7 1.02 -24.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7 1.02 -24.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4% 10.01%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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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1,385,132.17 2,015,031,381.80 57.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775,948,957.69 1,703,513,713.82 6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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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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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江 境内自然人 51.86% 103,725,000 103,725,000

杨金毛 境内自然人 4.37% 8,730,000 8,730,000

周桂荣 境内自然人 3.38% 6,750,000 6,750,000

杨辉 境内自然人 3.00% 6,000,000 6,000,000

顾建强 境内自然人 2.63% 5,250,000 5,250,000

邱建荣 境内自然人 2.63% 5,250,000 5,250,000

姚战琴 境内自然人 2.27% 4,545,000 4,545,000

方建平 境内自然人 2.25% 4,500,000 4,500,000

李德春 境内自然人 1.50% 3,000,000 3,000,000

顾寄平 境内自然人 1.13% 2,250,000 2,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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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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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国内经济正处在增速换挡、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稳定的

基本面为新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有助于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更高质量的

增长。 国内不锈钢市场行情总体处于合理区间，但由于原材料价格震荡走低、下游行业需求不够旺盛，使

得不锈钢市场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

面对外部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按照“调速不减势、稳量调增长” 的总体思路，始终坚持 “以销

定产”的经营模式，不断推动产品向“高、精、特、新”的方向发展，以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质量、降低

产品成本为中心，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015年上半年，在国内需求增速放缓的市场形势下，公司采取让产

品“走出去”发展战略，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公司实现境外销售收入9,828.93万元，同比增长21.86%。公司

以“企业技术中心”为平台，持续加大对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投入，不断培养和引进不锈钢领域高端技术

人才，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具有公司特点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产学研一体化的运行机制，持续开发

新产品、探索新工艺、提升产品质量。报告期内，公司完成科研项目立项共16项。其中：新产品类项目11项，

如：高锰低磁原子能试验装置不锈钢管坯、S31050尿素级不锈钢管坯、314高硅耐热不锈钢管坯、NO6600

镍基合金材料等。 公司按计划实施募投项目建设，从而采用更先进的技术、降低产品能耗、生产国家急需

或能替代进口的高端产品，进一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综观上半年，公司在产品产量、销量、销售收入、利

润等方面取得了优于同行业的较好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产品销量110,626.81吨，同比下降2.60%；实现营业收入18.02亿元，同比下降

14.63%；实现净利润1.22亿元，同比下降20.42%，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亿元，同比下降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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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兴江

2015年8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756

股票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

2015-0030

号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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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8月4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

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

事9名，实到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高兴江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5年半年度，公司实现产品销量110,626.81吨；实现营业收入18.24亿元；实现净利润1.22亿元，其

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2亿元。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2、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720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5,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1.74元，共计募集资金108,700.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99,780.15万

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9,187.45�万元，期末募集资金专户余额91,298.94万元。

公司《关于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3、关于聘任刘继斌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刘继斌为副总经理。

4、关于聘任陈水群为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陈水群为财务负责人。

5、关于聘任徐凤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徐凤为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附简历：

刘继斌，男，1969年12月生，硕士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2005年1月至2007年6月历任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2007年8月至2013年7月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3年8月至今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陈水群，男，1965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1987年9月至1998年10月浙江税务学校任教；

1998年11月至2002年10月湖州恒生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部经理；

2002年11月至2008年4月湖州冠民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2008年5月至2015年7月湖州冠民资产评估事务所所长；

2015年7月至今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徐凤，女，1980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法律硕士。

2003年8月至2008年5月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处科员；

2008年6月至2015年4月中共湖州市委办公室督查室副主任科员、秘书一处副处长、主任科员；

2015年7月至今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上述人员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具备行使相应职务的履职能力和条

件,均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亦不存在如下情形:

1.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2. 最近三年内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3. 被中国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4.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5. 无法确保在任职期间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于公司事务,�切实履行高级管理人员应履行的各项

职责。

上述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票代码：

002756

股票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

2015-0031

号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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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8月4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郑炜祥

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5�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2、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7日

股票代码：

002756

股票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

2015-0034

号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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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

告格式第 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规定，永兴特种不锈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将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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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720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000万股，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21.74元， 共计募集资金108,700.00万元， 坐扣承销费用6,890.0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01,

810.00万元，已由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5月8日汇入本公司在平安银行杭州清泰支行

开立的账号为11014762070005的人民币账户内。另减除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审计验资费用、信息披露费

用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029.85万元后，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99,780.15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

健验〔2015〕116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2015年1-6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9,187.45万元，2015年1-6月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为105.49万元。

截至 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91,298.94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

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105.49万元）。 其中，包含本公司通过其他银行账户支付的保荐费用、律师费用和与

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共计600.75万元， 上述资金已于7月10日全部从募集资金专户

转出。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

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

年5月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湖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湖州市分行和中国农业银行湖州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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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存放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

余额

备注

本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经济

开发区支行

1205220029001257826 66,151.61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381868788833 23,881.95 募集资金专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 19103001040022778 1,265.37 募集资金专户

合 计 91,2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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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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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永兴特钢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主要为公司研发以耐热、耐蚀、高强度、耐冷等高性能要求的不锈钢

棒线产品，因此该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2015年6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利用募集资金置换了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金额9,187.45万元，包括“年产5万吨耐高温、抗腐蚀、高强度特种不锈钢深加工项目” 6,148.33万元和

“永兴特钢企业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3,039.12万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1-6月

编制单位：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9,780.1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9,187.4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9,187.4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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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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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净利

润）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5万吨耐高

温、抗腐蚀、高强度

特种不锈钢深加工

项目

否

95,

500.00

95,

500.00

6,148.33 6,148.33 6.44

主要生产

线为

2017年7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2. �永兴特钢企业技

术中心建设项目

否

4,

300.00

4,

300.00

3,039.12 3,039.12 70.68

主要设备

为

2016年6

月

不适用

不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99,

800.00

99,

800.00

9,187.45 9,187.45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根据公司2015年6月2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利用募集资金置

换了预先投入募投项目金额9,187.45万元，包括“年产5万吨耐高温、抗腐蚀、

高强度特种不锈钢深加工项目” 6,148.33万元和“永兴特钢企业技术中心建设

项目” 3,039.12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91,298.94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收入105.49万元），主要原因系：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建设过程

中；2.“年产5万吨耐高温、抗腐蚀、高强度特种不锈钢深加工项目”的铺底流动

资金20,000.00万元尚未使用。 其中，包含本公司通过其他银行账户支付的保

荐费用、律师费用和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共计600.75万

元，上述资金已于7月10日全部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91,298.94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收入105.49万元）。 其中，包含本公司通过其他银行账户支付的保

荐费用、律师费用和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共计600.75万

元，上述资金已于7月10日全部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 公司将根据投资计划，结

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将上述募集资金陆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

支出和补充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股票代码：

002756

股票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

2015-0032

号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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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李

国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国强先生因工作原因，向公司董事会请求辞去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职

务。

由于李国强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本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李国强先生的辞职申请。 李国强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董事会同意之日起生效。

公司对李国强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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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琪酵母 60029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帮俊 高路

电话 0717-6371088 0717-6369865

传真 0717-6369865 0717-6369865

电子信箱 zbj@angelyeast.com gaolu@angelye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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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2,973,138.35 6,282,207,914.40 -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85,251,658.59 2,822,357,258.58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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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57,798.93 86,037,154.49 13.97

营业收入 2,053,446,381.91 1,739,625,272.11 18.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203,173.03 86,327,945.21 62.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0,435,621.52 71,637,251.68 54.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7 3.12 增加1.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5 0.262 62.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5 0.262 6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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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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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9.37 129,761,668 0 质押 60,000,000

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51 34,646,577 5,344,677 质押 16,3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未知 1.79 5,909,319 0 未知 0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富裕主题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7 4,194,299 0 未知 0

李庆 境内自然人 1.25 4,133,749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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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 2,819,813 0 未知 0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未知 0.85 2,800,000 0 未知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未知 0.70 2,299,893 0 未知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66 2,175,595 0 未知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夏兴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58 1,899,943 0 未知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湖北安琪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北日升科技有限公司均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中

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游戏那公

司—华夏兴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其余股东本公

司未知其之间的关联关系。 其他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本公司未

知其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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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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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

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

明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以“十二五”战略目标和年度计划为指导，聚焦关键，全面落实年度工作计划，取得了

营业收入稳健增长、经营效益大幅提升的良好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34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04%；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4,020

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62.41%；每股收益0.425元，同比上升62.41%；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益0.335

元，同比上升54.16%；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4.87%。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各业务单元建设，实现了销量提升，费用下降，推广加强的经营绩效；公司优化

了制造能力，改进了计划物流，产能利用率稳步提升，新产品展现良好的市场前景；公司工程项目稳步推

进，德宏酵母扩建项目、柳州抽提物扩建项目、俄罗斯新建酵母项目正在加快实施；公司先后开展远期结

售汇业务，拟在上海自贸区设立融资租赁公司，开启了投资金融业务的新起点。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体系，制定并实施了《高层领导行为规范》、《安琪员工廉洁从

业指导手册》，加强了管理团队建设，提高了执行力。

报告期内，公司与招商银行合作的“全球现金管理服务方案” 荣膺亚洲银行家中国最佳现金管理项

目大奖，这是截止目前中国企业在亚洲交易银行领域获得的最高奖项；公司继续与郭富城签订品牌代言

合约，未来两年内继续为公司酵母、安琪纽特健康产品及预拌粉产品代言；公司还荣获了全省首届“文明

诚信示范企业”荣誉称号；连续14年冠名并参与“安琪酵母杯” 全国面包技术大赛，举办了第四届“安琪

酵母杯” 中华发酵面食大赛；相继参加了俄罗斯Ingredients� Russia展、内蒙古乳博会、中国-东盟博览

会、北非食品展、阿根廷食品技术配料展、中国国际焙烤展等国际国内展会，促进了公司品牌的传播，巩固

了国内行业专家地位，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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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3,446,381.91 1,739,625,272.11 18.04

营业成本 1,430,563,299.88 1,205,086,532.07 18.71

销售费用 225,571,268.32 211,509,567.42 6.65

管理费用 150,827,206.39 124,253,954.28 21.39

财务费用 57,037,807.63 66,578,246.31 -1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057,798.93 86,037,154.49 13.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177,917.21 -142,782,189.98 -38.8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928,184.57 71,854,116.77 -26.34

研发支出 78,694,365.72 66,056,802.38 19.13

2� �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1）资产负债部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53,049,491.55 598,953,057.50 -74.45%

应收票据 58,304,237.34 33,160,669.74 75.82%

其他应收款 23,193,110.27 17,747,645.47 30.68%

在建工程 95,196,815.97 67,668,319.03 40.68%

长期待摊费用 7,405,087.53 3,807,063.11 94.5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242,482.86 27,503,578.45 -40.94%

其他非流动资产 70,245,429.33 8,681,920.27 709.10%

短期借款 832,278,952.60 1,455,802,714.61 -42.83%

应付票据 17,905,419.65 79,116,908.37 -77.3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0,000,000.00 500,000,000.00 100.00%

其他综合收益 -86,463,790.71 -58,599,874.24 47.55%

变动原因：

1、货币资金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到期偿付，收回外币借款保证金所致；

2、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的银行票据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4、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工程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5、长期待摊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支付明星广告代言费所致；

6、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预计母公司未来期间无足够应纳税所得额用于抵扣，因此将以

前期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予以转回；

7、其他非流动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工程预付款增加所致；

8、短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到期偿付银行借款所致；

9、应付票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开具的银行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第二期中期票据将于一年内到期，将其从应付债券

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11、其他综合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埃镑兑美元大幅贬值，合并范围内美元借款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2）损益部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6月30日 变动比例（%）

资产减值损失 7,803,745.69 2,948,322.32 164.68%

投资收益 2,612,117.01 -4,016,690.40 -165.03%

所得税费用 41,516,388.21 31,926,308.42 30.04%

少数股东损益 18,156,686.95 13,139,996.72 38.18%

变动原因：

1、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按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本期应收账款增

加，坏账准备余额相应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合营公司新疆伊力特糖业亏损减少，同时将远期结汇实现收益计入该

科目所致；

3、所得税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经营利润增加所致；

4、少数股东损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控股公司安琪崇左和宏裕塑业利润同比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部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6月30日 2014年6月30日 变动比例（%）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284,026.73 17,319,306.23 63.3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

198,203,832.81 142,977,675.98 38.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8,177,917.21 -142,782,189.98 38.80%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756,293,051.16 1,920,696,018.91 -60.62%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979,816,813.17 1,738,292,645.85 -43.6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191,933.71 15,109,081.28 -412.34%

变动原因：

1、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资金增加所致；

2、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程项目增多，工程付

款相应增加所致；

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工程项目增多，工程付款相应增加所致；

4、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5、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的主要原因是偿还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6、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加快资金周转、现金存量减少所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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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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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在201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新年度经营计划：2015年公司确定了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3亿元的

经营目标。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5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14,020万元，销售收

入基本达到年初经营计划，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62.41%。

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同比增长的主要原因为：

（1）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8.04%；

（2）本期销售费用率同比下降1.17%，财务费用率同比下降1.05%；

上述原因致使销售收入净利润率同比提升1.87%，导致本期业绩同比增长。

根据2015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状况，下半年公司要坚持上半年的经营思路和策略，继续聚焦关键，加强

市场开发，提升经营水平，确保实现全年收入目标，超额完成全年度净利润目标。

(4) 其他

2015年5月8日， 公司2009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限售条件流通股4,404,000股解除限售条

件上市流通，剩余限售股数量为5,344,677股（具体内容请详见2015年5月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公司“临2015-019”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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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酵母及深加

工产品行业

1,705,847,541.07 1,141,748,053.96 33.07 18.01 19.24 -0.70

奶制品行业 22,236,082.25 15,513,746.80 30.23 4.13 0.62 2.43

包装行业 62,768,137.55 50,386,906.81 19.73 -17.13 -23.17 6.32

制糖行业 42,276,300.25 40,963,259.42 3.11 197.38 163.23 12.57

其他行业 205,972,959.27 168,938,657.27 17.98 19.14 19.69

减少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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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 1,376,876,387.94 18.18

国外 662,224,632.45 17.27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1、战略及文化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全面推进战略实施，促进经营水平提高，聚焦关键，调整市场对

策，努力打造“百年安琪” 。

2、产能及产品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扩大主导产品产能，决定建设第二个海外生产基地，进一

步提升国际化水平。

3、技术及创新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酵母技术进步明显，产能利用率显著提升，部分新产品展示良好

的市场前景。

4、信息化及管理优势。 报告期内，公司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加快SAP升级建设；加强管理团队建

设，提高执行力。

5、市场及品牌优势。报告期内，公司优化和调整市场策略，推动物流全面改进，扩大产品应用领域，全

面推进电子商务业务，加快酶制剂、糖业、调味品、金融租赁等新业务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四)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业务 性

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安琪酵母 (伊犁 )有限

公司

食品 行

业

生产销售高活性干鲜酵母

系列产品

9300 102,864.13 85,297.80 11,461.76

安琪酵母 (崇左 )有限

公司

食品

行业

酵母及有机肥料的生产、销

售；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17000 69,098.28 49,471.42 4,510.87

安琪酵母 (赤峰 )有限

公司

食品 行

业

生产销售高活性干鲜酵母

系列产品

3300 58,486.83 22,775.17 24.38

安琪酵母埃及有限公

司

食品 行

业

酵母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生

产销售

美元2000 50,555.88 12,288.95 213.31

安琪酵母 (柳州 )有限

公司

食品 行

业

酵母及其深加工产品的生

产销售

12000 58,595.96 14,668.78 2,343.50

(五)其他披露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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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50%-80%，2014年1-9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3,496,089.80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为公司产能利用率提升，营业收入增长及费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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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全部子公司（包括本公司所控制的单独主体）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被本公司控制

的企业、被投资单位中可分割的部分以及结构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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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学锋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2015-041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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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4日以电

话及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各位董事。 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采用

现场和传真相结合方式进行记名发言和投票表决，会议应参会董事11名，实际参会董事11名，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并进行了逐项表决：

一、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在宜昌市杨岔路设立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设立分支机构基本情况：

1、拟设分支机构名称：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

2、分支机构性质：不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

3、营业场所：湖北省宜昌市

4、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食品添加剂、日用化工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化妆品、宠物用品、家用电器、厨房用具销售（含网上销售）

5、分支机构负责人： 李知洪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名称、经营范围等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二）设立分支机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目的：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凡在公司住所外从事经

营活动的场所，应当向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 公司设立杨岔路分公司，有利于更好的开

拓市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的需求。

2、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上述设立分支机构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

理工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三）本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设立分支机构事宜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298

证券简称：安琪酵母 临

2015-042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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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4日以电话及传真的方式通知

了公司各位监事。 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忠诚先生主持，应

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

二、关于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

公司监事会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本次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

2、本次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

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本报告作出前，本会未发现参与本次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17日

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98

公司简称：安琪酵母

证券代码：

002756

证券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

2015-0033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