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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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面针 60024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莫善军 韦元贤

电话 0772-2506159 0772-2506159

传真 0772-2506158 0772-2506158

电子信箱 lmzstock@lmz.com.cn lmzstock@lm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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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5,086,563.35 4,108,967,234.84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82,823,399.35 2,165,706,291.95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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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776,814.43 -30,696,820.7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649,051,127.64 560,449,851.66 15.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9,552,620.94 -68,840,056.9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2,495,177.92 -73,465,263.84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69 -3.98 增加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79 -0.1530 -9.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79 -0.1530 -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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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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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4 183,360,652 100,000,000 无

柳州市经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99 32,959,167 无

柳州市两面针旅游用品厂 国有法人 0.55 3,013,937 无

广西柳州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4 1,860,081 无

梁晶晶

境内自然

人

0.33 1,804,900 未知

郁冲

境内自然

人

0.27 1,500,059 未知

张勇

境内自然

人

0.25 1,381,844 未知

许春辉

境内自然

人

0.24 1,324,200 未知

梁慧

境内自然

人

0.23 1,265,200 未知

高银花

境内自然

人

0.19 1,040,201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前十大股东中，柳州市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柳州

市经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柳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2、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4，905.11万元，同比增加8，860.13万元，增长率15.81%。

2015年，公司坚持以客户价值为导向，以合作创造价值为宗旨，攻坚克难、奋发有为，实施了一系列重

大举措，加快实施产品创新、营销创新和制度创新，持续追求人均效率和效益的提高，从产业发展、体制机

制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强企业治理。

报告期内，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取得突破性进展，公司各业务板块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为今后持续发

展奠定基础。

1、大日化板块

口腔产品持续创新升级，两面针中药牙膏产品更加丰富，更加突出两面针“中药” 核心，其中，上半年

重点推广的中高端两面针中药强效护龈牙膏产品销售额占比已排在单品销售前列，为提升中药牙膏产品

市场占有率打下坚实基础。

2、纸业板块

围绕着公司发展生活用纸的战略目标，整合“中档+高端”生活用纸销售策略，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扎

实推进8万吨生活用纸二期项目，力争年内竣工投产，以期实现纸业板块减亏目标。

3、精细化工板块

结合捷康公司自身实际情况，贯彻落实年初制订的“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产品创新、体制

创新”目标，加强内部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狠抓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等各项工作，以创新思维开展工作，加

快发展步伐，不断调整营销策略，在公司员工齐心协力下,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开展，产品销售量不

断提升，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高。

4、医药板块

拓展亿康公司原料药产品市场，与相关方合作，启动贝诺酯原料和愈创木酚磺酸钾原料产品项目。与

广东省广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进行企业及产品品牌策划，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

5、房地产板块

狠抓进度计划落实，上半年提前实现长风雅筑二期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并通过融水“丹江雅筑”项目

总平面规划评审，争取在本年四季度实现开工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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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051,127.64 560,449,851.66 15.81

营业成本 571,711,855.54 486,655,685.64 17.48

销售费用 100,335,537.67 71,064,359.09 41.19

管理费用 79,338,620.66 82,301,961.25 -3.60

财务费用 20,932,618.33 13,807,017.57 51.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776,814.43 -30,696,820.75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082,426.72 -53,633,555.1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139,177.27 -67,262,334.95 748.42

研发支出 11,156,568.42 4,868,162.66 129.17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年公司为推广新品加大了广告宣传的力度，广告宣传费比去年同期增加

2,112.01万元，导致销售费用增加较大。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2014年下半年，公司发行了3.5亿短期融资券，本年上半年因此计提短期融

资券利息1,076万元，从而增加了利息支出，导致财务费用增加较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公司经营亏损增加导致了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流

出较大。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半年公司增资北部湾银行5,720万元，同时购建固定

资产、在建工程支出的现金也有所增加，导致投资流动现金流出较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上半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4.5亿元到位使筹资活动

现金流入得以增加。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年公司注重产品创新，加大了牙膏新品开发的投入，同时，三氯蔗糖产品

的研发项目也在逐步增加，故研发支出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2 其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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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经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决定申请注册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7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2014年6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 2014� ]CP247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2014年7月9日，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公开发行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规模为3.5亿元）。2015年7月10日，公司兑付完成本期短期融

资券本金总额为350,000,000元，兑付利息总额为21,700,000元。 @??2）2014年6月，经公司201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决定向控股股东柳州市产投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10,000万股，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46,000万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3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8年3月2日。

(2)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5年上半年，根据公司制定的五大板块战略部署，各板块按照既定发展规划，积极创新，稳步推进。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6.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81%。 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产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

响，公司经营利润同比下降。下半年，公司将采取积极措施，在严格控制内部费用的同时，加大市场开拓的

力度，努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力争下半年在实现控亏的基础上完成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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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业制造

业

630,208,403.28 560,389,272.30 11.08 15.11 17.96

减少2.15�个百

分点

二、商业贸易 1,651,028.75 1,601,718.97 2.99 -64.62 -61.04

减少8.92�个百

分点

三、房地产及

物业管理

274,153.90 167,440.14 38.92 -0.66 -1.84

增加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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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化产品 260,892,781.21 204,244,822.52 21.71 12.48 6.14

?增加4.67个

百分点

2、纸浆、纸品 143,795,068.07 164,686,585.39 -14.53 65.34 76.17

?减少7.04个

百分点

3、三氯蔗糖 172,120,587.55 150,778,679.32 12.40 3.31 5.45

?减少1.78个

百分点

4、药品 45,810,061.97 34,279,014.41 25.17 -9.18 -5.10

?减少3.22个

百分点

5、卫生巾等家

庭卫生用品

7,589,904.48 6,400,170.66 15.68 -34.22 -36.41

?增加2.91个

百分点

6、商业贸易 1,651,028.75 1,601,718.97 2.99 -64.62 -61.04

?减少8.92个

百分点

7、房地产及物

业管理

274,153.90 167,440.14 38.92 -0.66 -1.84

?增加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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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772,905.81 16.80

国外 112,360,680.12 4.57

2015年上半年，公司继续加大广告投放和品牌宣传力度，加快主导产品两面针中药牙膏进场铺货速

度， 扩大公司产品市场覆盖率。 报告期内， 公司两面针品牌牙膏实现销售收入6，991万元， 同比增长

38.4%。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两面针从中草药牙膏起家，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两面针”品牌享誉全国。两面针品牌影响力、知名度

稳步提高，在中国市场上的“知名” 、“优质” 品牌地位已经确立；投资资本市场取得了良好收益，提供了

充足的资金支持；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原料来源；通过加强产权管理，深化各项基

础管理工作，积极培养和引进高素质专业人才，多年来的多元化发展模式积累了多领域的产业经验和生

产能力基础，为企业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司将充分利用“两面针”品牌、资金、资源、管理优势，

共享品牌的外溢效应，实现品牌扩张，积极推动各产业板块的迅速发展壮大。

(四)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长期股权投资金额为10,492,062.87元，期初余额为10,493,595.83元。

其变动额为按权益法计算的被投资单位投资损益1,532.96�元。 @� � � �截止报告期末，母公司报表长期股

权投资金额为569,615,145.51元，包括对八家子公司的投资：柳州惠好卫生用品有限公司、柳州两面针进

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广西亿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两面针·芳草日化有限公司、盐城捷康三氯蔗糖制

造有限公司、柳州两面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两面针（江苏）实业有限公司、柳州两面针纸品有限公司。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序

号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价值

（元）

占期末证券

总投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

（元）

1 股票 600958 东方证券 40,120.00 4,000 114,480.00 16.60 74,960.00

2 股票 601069 西部黄金 3,570.00 1,000 18,380.00 2.67 14,831.00

3 股票 601198 东兴证券 18,360.00 2,000 59,820.00 8.68 41,780.00

4 股票 601689 拓普集团 11,370.00 1,000 25,180.00 3.65 13,810.00

5 股票 601985 中国核电 64,410.00 19,000 248,330.00 36.01 183,920.00

6 股票 603015 弘讯科技 10,600.00 1,000 32,420.00 4.70 21,920.00

7 股票 603030 全筑股份 9,850.00 1,000 34,120.00 4.95 24,320.00

8 股票 603703 盛洋科技 11,320.00 1,000 53,720.00 7.79 42,400.00

9 股票 603818 曲美股份 8,980.00 1,000 32,690.00 4.74 23,710.00

10 股票 603885 吉祥航空 11,180.00 1,000 68,960.00 10.00 57,780.00

11 基金 160106 南方高增 800 800 1,449.52 0.21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合计 190,560.00 / 689,549.52 100% 499,431.00

说明：以上股票为新股申购持有。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所有者权益

变动

会计核

算科目

股

份

来

源

600030

中 信

证券

82,227,506.10 737,334,000.00 0 -143,644,50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股

权

投

资

601328

交 通

银行

67,508.50 424,780.24 0 55,675.08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股

权

投

资

合计 82,295,014.60 / / 737,758,780.24 -143,588,824.92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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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10,000,

000.00

0.88 0.59 10,000,000.00 2,000,000.00

可供出售

的金融资

产

法人股

认购

广西北部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000.00

4.00 不适用 不适用 5,500,000.00

可供出售

的金融资

产

法人股

认购

合计 210,000,000 / / 不适用 7,500,000.00 / /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的说明：2015年柳州银行进行增资扩股，总股数变为1，706，803，643股，公司持股

数不变，占比变为0.59%。 公司原持有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110,000,000股，并于2015年4

月认购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44,000,000股，合计持有154,000,000股。 目前，广西北部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的配股工作尚未完成，尚无法统计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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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

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总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

尚未使用募

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201

5

非公开发行 460,000,000 234,929,290.49 234,929,290.49 225,070,709.51

部分购买理

财产品及银

行帐户内

合计 / 460,000,000 234,929,290.49 234,929,290.49 225,070,709.51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5]148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万股，每股

发行价为4.60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60,000,000元。

截至2015年2月11日止，两面针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60,000,0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10,10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49,900,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15�年 2月 12�

日出具了[2015]48200001《关于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34,929,290.49元。 截至

201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总额为225,070,709.51元，包括2015年

6月30日购买理财产品金额76,000,000.00元。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

否

变

更

项

目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本报告

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

计实际投入

金额

是 否

符 合

计 划

进度

项 目

进度

预

计

收

益

产

生

收

益

情

况

是

否

符

合

预

计

收

益

未 达

到 计

划 进

度 和

收 益

说明

变更原

因及募

集资金

变更程

序说明

新产品开发及

研发中心升级

改造

否 40,000,000 3,502,300 3,502,300 是 9%

营销网络体系

建设及品牌传

播

否 120,000,000 68,090,640

68,090,

640

是 57%

偿还银行贷款 否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0,

000

是

100

%

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否 200,000,000 53,836,350.49

53,836,

350.49

是 27%

合计 / 460,000,000 225,429,290.49

225,429,

290.49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上述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不包括发行费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及主要产品 权益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资产规模(元) 净利润(元)

柳州惠好卫生

用品有限公司

卫生巾、尿巾及其它家庭卫

生用品的生产与销售

75 USD210 7,459,104.02 -498,074.23

柳州两面针进

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纺织

品、日用品等的销售

51 RMB500 6,115,409.32 -541,905.86

广西亿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原料药、卫生消毒用

品等的生产销售

90.1 RMB9,100 144,606,545.16 296,945.74

安徽两面针 .

芳草日化有限

公司

牙膏、发用化妆品、家用卫

生用品的生产销售等

70 RMB3,500 99,602,039.15 -2,140,127.09

盐城捷康三氯

蔗糖制造有限

公司

生产三氯蔗糖并销售本公

司自产产品

35 RMB5,968 543,536,149.61

-13,116,

326.95

柳州两面针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

理、室内外装饰、建筑工程

设备租赁

80 RMB10,000 281,381,817.67 199,234.60

两面针 (江苏)

实业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 牙刷、 头梳、鞋

刷、 宾馆酒店一次性用品、

牙膏、香皂制造、加工及其

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化

工原料，日用百货、日用杂

品销售

93.8 RMB6,289 194,563,074.90 2,274,661.79

柳州两面针纸

品有限公司

纸及纸制品生产与销售，卫

生巾、尿巾及其它家庭卫生

用品销售，投资与管理（法

律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经

营项目，须办理审批后方可

经营）

84.62 RMB10,000

1,139,192,

514.26

-40,046,

773.64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进行利润分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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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披露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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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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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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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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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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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董事长：钟春彬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49 � � � � � � �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临2015—035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8月17日在柳

州市东环路282号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3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九名，实际表决董事九名，参加表决的董事分别为：钟春彬先生、林钻煌先

生、吴堃先生、王为民先生、莫善军先生、莫瑞珖先生、何小平女士，其中董事王为民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

在外，委托董事长钟春彬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覃解生先生和覃程荣先生因工作原因出差在外，委托何

小平女士先生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钟春彬现在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

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公司同期披露的《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本议案的9票，反对本议案的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同期披露的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临2015-037）。

同意本议案的9票，反对本议案的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暨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期披露的《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两面针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暨修改<公司章程>相

应条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38）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49 � � � � � � �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临2015—036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5年8月17日在柳州

市东环路282号两面针总部五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三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三人,�参加表

决的监事分别为：刘梅琼女士、雷讯先生、金良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讨论，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详见公司同期披露的《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本议案的3票，反对本议案的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同期披露的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临2015-037）。

同意本议案的3票，反对本议案的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49 � � � � � � � � �证券简称：两面针 公告编号：临2015—037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资金管理规定》、《柳州两面针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截至2015�年 6�月 30�日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48

号）核准，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0,000万股，每股发行价

为4.60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60,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0,10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449,900,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48200001

《关于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二）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项 目 金额（单位：元）

2015年2月1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450,500,000.00

减：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1,000,000.00

本报告期投入募投项目支出 225,429,290.49

本报告期手续费 2,675.56

加：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1,696,700.67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95,764,734.62

2015年2月11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450,500,000.00元，其中包含审计、律师费用、上市登记费、印

刷费等合计600,000.00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95,764,734.62元， 其中包含截至2015年6月30日购买的

暂未到期理财产品76,000,000.00元。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合计1,696,700.67元， 其中包含了投资理财产品获得的利息收入 1,

430,058.90元、银行活期利息266,641.77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并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

批，以保证专款专用。2015年3月，公司与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 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项目名称

账户余额

(单位：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柳州分行

2105401029300127121

新产品开发及研发中心升级

改造

36,520,778.6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柳州分行

2105401029300127094

营销网络体系建设及品牌传

播

52,312,746.24

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柳州支行

553010100100351203 偿还银行贷款 54,040.77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624966098993

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106,877,169.00

合计 195,764,734.62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 6�月 30�日，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1,421.80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瑞华核字

[2015]48200004号《关于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

鉴证报告》。 对此，公司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公司于

2015年3月31日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临2015-）

（三）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说明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11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12个月。 对此，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以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详见公司于2015

年6月18日披露的《以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告》（临2015-020号公告）。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共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31,000,000.00元。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选择适当时机，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

过人民币 250,000,000.00元，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理财产品。

报告期内，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250,000,000.00元的部分闲置资金投资了理财产品，累计取得利息

收入 1,430,058.90元，其中：

1、公司于2015年4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0,000,000.00元向中国银行购买保本收益型理

财产品“人民币按期开放T+0” 。

截至2015年4月8日，该产品已到期，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8,219.18元。

2、 公司于2015年4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000.00元向中国银行购买保本收益型理

财产品“人民币按期开放T+0” 。

截至2015年4月13日，该产品已到期，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4,863.01元。

3、公司于2015年4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0,000.00元向中国银行购买保本收益型理

财产品“人民币按期开放T+0” 。

截至2015年4月20日，该产品已到期，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19,794.52元。

4、公司于2015年4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7,000,000.00元向中国银行购买保本收益型理

财产品“人民币按期开放T+0” 。

截至2015年5月4日，该产品已到期，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210587.67元。

5、 公司于2015年4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0,000,000.00元向中国银行购买保本收益型理

财产品“人民币按期开放T+0” 。

截至2015年6月5日，该产品已到期，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225,246.58元。

6、 公司于2015年4月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60,000,000.00元向中国银行购买保本收益型理

财产品“人民币按期开放T+0” 。

截至2015年6月30日，该产品已到期，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629,260.27元。

7、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2,000,000.00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购买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产品“保本型法人63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

截至2015年6月12日，该产品已到期，公司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332,087.67元。

8、公司于2015年4月1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36,000,000.00元向中国工商银行购买保本浮动

收益型理财产品“保本型法人91天稳利人民币理财产品” 。

截至2015年6月30日，该产品暂未到期。

9、公司于2015年5月29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0,000,000.00元向中国银行购买保本收益型理

财产品“人民币按期开放T+1” 。

截至2015年6月30日，该产品暂未到期。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情形。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

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总额 46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4,929,

290.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4,929,

290.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

达到

预定

可使

用状

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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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产品

开发及

研发中

心升级

改造

40,000,

000

— — 3,502,300 3,502,300 3,502,300 — — — — 否

营销网

络体系

建设及

品牌传

播

120,000,

000

— — 68,090,640 68,090,640

68,090,

640

— — — — 否

偿还银

行贷款

100,000,

000

— —

100,000,

000

100,000,

000

100,000,

000

— — — — 否

补充公

司流动

资金

200,000,

000

— —

63,336,

350.49

63,336,

350.49

63,336,

350.49

否

合计 —

460,000,

000

— —

234,929,

290.49

234,929,

290.49

234,929,

290.49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投入114,218,000.00 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共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31,000,000.00元。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 公司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累计取得利息收入 1,696,

700.67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

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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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暨修改《公司章程》

相应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注册地址暨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公司现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拟

将公司注册地址由“广西柳州市柳北区长风路2号”变更为“广西柳州市东环大道282号” ，并对《公司章

程》相应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变更前：

第五条 公司住所：广西柳州市柳北区长风路2号

邮政编码：545001

变更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广西柳州市东环大道282号

邮政编码：545006

此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以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后核准为准。

公司的办公电话不变。

特此公告。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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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鬼酒 股票代码 000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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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儒平 李文生

电话 0731-88186030 0731-88186030

传真 0731-88186005 0731-88186005

电子信箱 jgj000799@126.com jgj000799@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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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578,490.41 178,542,731.30 7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493,006.02 -44,472,978.09 188.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5,277,267.05 -65,593,409.76 153.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851,278.37 -117,493,451.96 193.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15 -0.1369 18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15 -0.1369 18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 -2.55%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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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4,671,232.20 2,106,915,039.33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07,647,593.34 1,668,154,587.32 2.37%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2,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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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00% 100,727,291 100,727,29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新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9% 3,851,835 0

庄加钦 境内自然人 0.96% 3,113,856 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致知1号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2,62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量化进取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2,610,037 0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0.43% 1,4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国证食品饮料行业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1,257,735 0

湖南星钢钢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7% 1,204,060 0

杨岳智 境内自然人 0.34% 1,091,731 0

王春利 境内自然人 0.30% 990,2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前

十名社会流通股东之间、流通股东及法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社会流通股东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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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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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公司继续深化市场转型、队伍转型、产品转型和管理转型，稳步实施2015“改革突破年” 各项

工作，力求在“搞活经营机制、做大湖南市场、创新营销模式、打造主导产品、控制成本费用、加强队伍建

设”等六个方面实现较大突破。 目前，湖南大本营市场和大湘西根据地市场的基础性地位进一步巩固；企

业员工队伍和组织机构进一步精简高效；企业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企业成本及费用得到有效控制；酒鬼

酒生态工园区项目建设进展顺利，为未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0657.85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71.71%；实现净利润3949.30万元，较去年

同比增长188.80%。 上半年主要工作如下：

1、强化“省内重点做” 与“省外做重点” 相结合的市场方针。集中优势资源，继续精耕湖南市场，巩固

湖南根据地市场的基础性地位，巩固“大湘西”和“长株潭”本土核心市场的战略性地位，巩固酒鬼酒“湘

酒第一品牌”的领导者地位。

2、深化平台商与直营商相结合的营销模式。 巩固50度酒鬼酒品牌联盟大平台，构建红坛酒鬼酒全省

战略联盟，同时整合省内外团购优质资源，推动内参酒省外突破。

3、坚持重点产品与基础产品相结合的产品结构。 以重点产品提升盈利能力，以基础产品提高市场占

有率和营销规模。 上半年三个核心支柱单品内参酒、红坛酒、50度酒鬼酒实现价量齐升，并在湖南市场销

量有较大突破；继续推动老坛、盒优及简优湘泉酒、彩陶湘泉酒等中低档产品，县乡（镇）级市场基础和营

销网点建设不断加强。

4、继续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加强危机和风险管理，强化目标和定额管理，提升运营效率，科学有效地

控制成本费用。

5、筹划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拟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不断壮大公司综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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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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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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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因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拟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已于2015年6月8日起进行重大事项停牌。 2015年7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26）；2015年8月4日、2015年8月1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进展公告》，详情请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正在筹划当中，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

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ST酒鬼、代码：000799）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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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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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2015年8月1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

董事9人。 出席会议的董事为赵公微先生、郑应南先生、夏心国先生、沈树忠先生、郝刚先生、黄镇茂先生、

王茹芹女士（独立董事）、姚小义先生（独立董事）、付磊先生（独立董事）。 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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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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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17日，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滕建新先生、李小平先

生、郑达财先生、李文生先生、刘龙先生出席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真实客

观地反映了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三、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人员违反保密规定。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7日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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