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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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诚信 603979 未发生变更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尹师州 吴邦富

电话 010-82561878 010-82561878

传真 010-82561878 010-82561878

电子信箱 jchxsl@jchxmc.com jchxsl@jchxm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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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8,680,128.29 3,271,951,426.22 5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432,426,698.03 1,800,479,036.46 9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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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40,946.48 -32,163,087.09 -16.41

营业收入 1,260,834,689.60 1,310,315,481.93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7,019,791.46 140,672,912.00 -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26,577,952.33 135,127,239.45 -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84 8.67 减少1.8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5 0.5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5 0.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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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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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5761 174,660,349 174,660,349 无

北京赛富祥睿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2725 27,272,000 27,272,000 无

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1067 15,400,000 15,400,000 无

鹰潭金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223 13,958,796 13,958,796 无

鹰潭金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113 13,917,217 13,917,217 无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2400 8,400,000 8,400,000 无

北京星河成长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933 5,600,000 5,600,000 无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1200 4,200,000 4,200,000 无

王先成

境内自然

人

0.9575 3,590,462 3,590,462 无

李占民

境内自然

人

0.4400 1,649,939 1,649,939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鹰潭金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鹰潭金信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王先成、李占民分别持有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

37.9980%、5.254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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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矿产品的刚性需求增速继续放缓，煤炭、黑色、有色、部分非金属固定资产投资都为负增长，大多数矿产

品价格持续下降、矿业成本上升、应收账款偏高、矿业融资困难等问题日益凸显，相应国家陆续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政策措

施，有望逐步惠及相关矿山行业。

在相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市场环境下，2015年上半年，按照公司的战略部署，以精细化管理为主线，深入推行标准化管

理、全面预算管理、内部控制体系完善和全面降本增效，以“做精总部、做实分公司、做强项目部”为目标进一步理顺公司管

理体系，通过采取一系列有效的增收节支等经营措施，确保了经营业绩的平稳。

2015年1-6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2.61亿元， 同比减少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亿元， 同比降低

9.71%；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7亿元，同比降低6.33%。

3.1�主营业务分析

3.1.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260,834,689.60 1,310,315,481.93 -3.78

营业成本 925,304,847.67 960,272,948.87 -3.64

销售费用 2,979,549.12 2,952,196.50 0.93

管理费用 98,807,266.13 105,089,757.41 -5.98

财务费用 28,705,242.54 29,718,349.53 -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40,946.48 -32,163,087.09 -16.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804,176.73 -79,900,651.45 -6.1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4,960,706.60 39,674,914.76 3,995.69

研发支出 11,098,222.40 16,757,249.16 -33.77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矿业市场持续低迷，部分业主调整减缓固定资产投资进度及铁矿石采矿综合单位价格

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收入规模降低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销售费用报告期内基本保持稳定。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管理费用报告期内降低主要系2015年技术研发投入安排在下半年实施，同时受整体矿业市场

影响，公司出台多项管理费节约的举措，以控制管理开支水平。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财务费用报告期内较上年同期下降3.41%，主要系2014年受赞比亚外汇波动产生较多的汇兑

损失，本期此影响已消除。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经营回款承兑汇票方式增加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上半年收购金诚信力合36%少数股东权益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年研发方案投入主要安排在下半年实施所致。

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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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的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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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5月14日，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拟发

行金额为3亿元人民币的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方案正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审核中。

3.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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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掘服务业 1,259,784,253.44 925,132,279.18 26.56 -2.88 -2.50

减少0.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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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运营管理 528,442,178.70 391,416,250.21 25.93 2.36 0.83

增加1.12个百

分点

矿山工程建设 728,114,860.75 532,209,799.40 26.91 -6.13 -4.77

减少1.05个百

分点

矿山工程设计与

咨询

3,227,213.99 1,506,229.58 53.33 -37.20 -18.33

减少10.78个

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2.88%，主要原因系部分业主调整减缓固定资产投资进度所致。

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降低1.04%，主要原因系部分业主调整减缓固定资产投资进度所致；另外，矿山工程设计与

咨询业务受整体矿山市场业务低迷，其经营规模降低导致毛利率降低较大。

3.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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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972,920,185.80 -6.56

境外 286,864,067.64 12.13

3.3�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分析

（1）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力度，完善研发、设计、矿建、采矿运营一体化服务体系，不断提高超值服务能力，

扩大盈利途径，实现经营业绩平稳增长。

（2）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提升员工素质与能力，增强员工向心力，保持公司人力资源的领先优势。

（3）利用好募集资金，加大对无轨化掘进和采矿、深大竖井施工设备的投入，增加对长斜井出碴机械、天井掘进机械设

备的投资，形成规格齐全、系统配套的机械化作业群，为进一步开拓矿山开发服务高端市场奠定基础。

（4）充分发挥公司在安全管理、技术服务、施工效率和生产协调等方面的服务优势和组织运作优势，为客户提供高附

加值服务，在高端服务市场实现“优质优价”的差异化的营销目标，提高市场份额。

（5）增强矿山设计业务领域的竞争力，将矿业设计与咨询更加贴近于矿山开发服务业务的实际需要，以最佳状态和最

低成本实现矿山设计与咨询、工程建设和采矿运营管理等业务环节之间的平稳衔接。

3.4 投资状况分析

3.4.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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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首次发行 153,868.62

43,

367.04

110,501.58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于公司矿山

基建/采矿设备购置、北京矿山新技

术研发中心建设、 补充矿山工程建

设和采矿运营管理业务运营资金等

募集资金投向项目； 除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30,000万元外， 均存放于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

合计 / 153,868.62

43,

367.04

110,501.58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共募集资金163,305.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9,

436.38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53,868.62万元。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补充公

司矿山工程建设和采矿运营管理业务运营资金项目” 使用16,355.49万元，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27,011.55万元， 另外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0万元（需在12个月内归还）。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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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基建/

采 矿 设 备

购置项目

否 95,348.20 27,011.55 是 28.33%

北 京 矿 山

新 技 术 研

发 中 心 建

设项目

否 3,128.21 是

补 充 矿 山

工 程 建 设

和 采 矿 运

营 管 理 业

务 运 营 资

金项目

否 55,410.21 16,355.49 是 29.52%

合计 / 153,886.62 43,367.04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5年7月1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一致同意公司使用募集

资金人民币27,011.55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本次董

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补充矿山工程建设和采矿运营管理业务运营资金项

目”募集资金使用的议案》，一致同意公司将募投项目中的“补充公司矿山工程建

设和采矿运营管理业务运营资金项目” 16,355.49万元募集资金进行使用；本次董

事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一致

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中的3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本次

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3.4.2�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子公司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利润

云南金诚信 矿山工程施工 8950.72万人民币 277,157,556.34 28,923,666.95

赞比亚金诚信 矿山投资与管理 506.50万克瓦查 393,603,610.84 36,493,487.88

老挝金诚信 矿业管理、矿山建设 289.12亿基普 68,200,031.88 -4,899,502.48

金诚信力合 矿山工程设计与咨询 500万人民币 10,389,662.77 -1,272,963.82

金诚信研究院 矿山技术研究与咨询 1000万人民币 8,343,180.48 -791,498.25

金诚信反井 专业承包 5000万人民币 59,162,447.20 289,772.51

金诚信国际 投资、矿山开发服务 100万美元 55,858.99 -5,529.91

湖北金诚信 矿山设备制造销售 5000万人民币 6,949,123.47 -58,254.53

3.4.3�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3.5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5.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8,000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

人民币1.05元（含税）的比例实施利润分配，共计分配现金人民币2,940.00万元，利润分配后，母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62,

682.21万元结转下一年度。 该方案在2015年2月28日经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实施完毕。

3.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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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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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4.2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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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1、云南金诚信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2、云南金诚信力合矿山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3、金诚信矿业建设赞比亚有限公司

4、金诚信老挝一人有限公司

5、北京金诚信矿山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6、北京金诚信反井工程有限公司

7、金诚信国际矿业管理有限公司

8、湖北金诚信矿业服务有限公司

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增加湖北金诚信。 2015年3月，本公司出资组建湖北金诚信，湖北金诚信于2015年4月3日完成工商设

立登记，公司拥有对其实质控制权，故自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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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3979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

2015-017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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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本次董事会所审议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诚信”）于2015年8月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

实到董事9名。 公司全体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

司董事长王先成先生担任会议主持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有关规

定，公司编制了《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后的《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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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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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本次监事会所审议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的通知及相关材料。 本次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会主席刘淑华女士担任会议

主持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其他相关规

定，公司编制了《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与会监事经审议认为:

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2.公司监事会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公司监事会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后的《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9日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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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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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康药业 603669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熊晓萍 郏建平

电话 0893-7830999、0571-81103508 0893-7830999、0571-81103508

传真 0893-7830888、0571-87021502 0893-7830888、0571-87021502

电子信箱 ir@lingkang.com.cn ir@lingka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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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3,725,307.57 559,833,629.34 12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41,211,161.07 374,130,822.45 17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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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70,820.28 58,814,949.73 -13.17

营业收入 245,096,162.86 265,197,768.28 -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1,380,670.12 71,295,667.36 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5,333,848.54 60,931,281.09 7.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67 18.44 减少2.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7 -5.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 0.37 -5.4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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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灵康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50 128,700,000 128,700,000 无

陶灵萍 境内自然人 6.75 17,550,000 17,550,000 无

西藏山南盈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12,675,000 12,675,000 无

陶灵刚 境内自然人 4.50 11,700,000 11,700,000 无

姜晓东 境内自然人 3.75 9,750,000 9,750,000 无

王文南 境内自然人 3.38 8,775,000 8,775,000 无

陶小刚 境内自然人 2.25 5,850,000 5,850,000 无

东阳市海天商贸有限公司 未知 0.21 558,800 0 未知

高沛杰 境内自然人 0.20 515,900 0 未知

王思言 境内自然人 0.15 395,186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公司已知陶灵萍、陶灵刚、陶小刚为兄妹关系，陶灵

萍、陶灵刚分别持有浙江灵康控股有限公司60%和4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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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公司董事会认真贯彻落实制定的发展目标，秉承“灵动智慧、专注健康”的经营理念，

坚持“以高新技术为先导、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医药技术为核心、以生产为基础、以营销网络为支撑”

的发展战略，积极应对医药行业的政策变化，不断深化营销网络，努力克服宏观经济低迷、行业政策多变、

药品审批及招标进度缓慢等外部因素影响，净利润与2014年同期基本持平。

1、研发工作

公司按照“上市一批、储备一批、在研一批、立项一批” 的梯次研发思路，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以求产

品研发覆盖原研、创新仿制、剂型改造、工艺提升等全系列研发方向，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竞争力打好

基础。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已取得180个规格的药品生产批准文件，另有28个新药品种、124个仿制药

品种在申请临床批件或生产批件过程中。

2、生产工作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定期对岗位员工进行安全知识的教育， 加大对生产车间、库

房、消防设施、锅炉房等的安全检查，杜绝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组织进行了大量的集中培训和岗位操作技能培训，提高全体员工质量意识，明确GMP岗位职责，使

每位员工掌握自已岗位的操作技能，保质保量顺利完成公司下达的生产任务。

3、销售工作

公司立足于肠外营养类、抗感染类、消化类等已占据竞争优势地位的药品领域，下半年公司将巩固和

不断扩大公司现有主要产品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加快新上市的重点品种注射用乙酰半胱氨酸、注射用替

硝唑、注射用石杉碱甲等产品的市场推广和招投标等工作，实现全年销售收入的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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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96,162.86 265,197,768.28 -7.58

营业成本 97,147,743.98 105,984,671.65 -8.34

销售费用 25,531,020.06 35,300,966.72 -27.68

管理费用 40,081,095.47 46,905,281.74 -14.55

财务费用 198,021.35 -1,235,207.03 116.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070,820.28 58,814,949.73 -13.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698,130.30 -39,232,298.82 3.9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80,240,484.68

研发支出 12,745,441.22 18,494,063.20 -31.08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主要原因是受招标政策等影响，经销商降低库存减少

采购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受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影响，同比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是受招标政策影响，公司适当减少部分省份的市

场推广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公司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本期管理费用下降主要原因是研发支出

下降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灵康制药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受产品销售收入下降影响，本期略有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导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大幅增

加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公司主要的研发品种已取得了相关专利，目前正处于申请临床批件或生产

批件阶段中，本期研发支出下降主要原因是相应的专利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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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66,162.86 97,147,743.98 60.36 -7.58 -8.34 增加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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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感染类 95,386,945.06 41,467,193.72 56.53 -11.53 -11.53

肠外营养类 83,951,097.49 41,641,869.23 50.40 -12.50 -12.03 减少0.27个百分点

消化系统类 39,537,846.47 7,129,106.46 81.97 1.63 24.94 减少3.36个百分点

其他 26,190,273.84 6,909,574.56 73.62 16.45 13.82 增加0.61个百分点

总计 245,066,162.86 97,147,743.98 60.36 -7.58 -8.34 增加0.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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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部 75,956,918.52 -13.52

南部 36,893,321.75 -8.62

西部 3,759,076.92 -11.54

北部 6,685,105.20 -14.08

中部 121,771,740.47 -2.53

总计 245,066,162.86 -7.58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各分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受招标政策影响，经销商降低库存减少采购所致。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产品优势

公司产品品种丰富、种类较齐全，并拥有多个市场份额居前的产品。 截至2015年6月末，公司取得了

84个品种共180个药品生产批准文件，现阶段主导产品涵盖了肠外营养药、抗感染药、消化系统药等重要

领域。根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2013年统计数据，公司多个主导产品市场份额位居行业前列：肠外营养

类用药公司注射用丙氨酰谷氨酰胺2013年全国市场份额占比24.83%，位列行业第二；消化系统类用药公

司注射用奥美拉唑钠2013年全国市场份额占比10.92%， 位列行业第三； 抗感染类用药公司炎琥宁注射

剂、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2013年市场占比均超过10%，分别位列市场第二和第三，注射用氨曲南和注射用

头孢硫脒位列市场前五。

公司今年新上市的品种有：注射用乙酰半胱氨酸，为乙肝治疗用药，用于肝衰竭早期治疗，拥有该注

射剂生产批件的企业目前国内仅两家；注射用替硝唑临床用于治疗敏感厌氧菌和原虫引起的感染，国家

医保乙类产品，在全国11省份为基药，22省份为新农合产品，2015年公司该产品已在多省中标，市场已放

量增长；注射用石杉碱甲临床用于改善记忆障碍和重症肌无力的治疗，该品种为国内独家剂型品种，随着

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该产品市场空间较大。

同时，公司还有多个在研品种，包括普拉格雷原料药和制剂、富马酸亚铁叶酸片、单唾液酸四己糖神

经节苷脂钠制剂等，已在申请临床批件或生产批件过程中，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扩大公司业

务规模、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2）技术和研发优势

公司现已打造了180余人的研发团队，在品种研发、工艺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取得多项成

果。

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研发原则，掌握重点开发产品在医院终端的使用需求，并长期跟踪国

际药品研发动态，选择研发品种。公司设立以来，取得新药证书21项，取得药品生产批件180项。截至2015

年6月末，公司共有28个新药品种、124个仿制药品种在申请临床批件或生产批件过程中。 公司的研发项

目涵盖了抗肿瘤用药、心脑血管用药、消化系统用药等大病种领域，将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另外，公司注重专利的开发和申请，建立了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截至2015年6月末，公司已获得授权的

发明专利415项，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公司先后获得了“中国专利优秀奖” 、“中国新型工业化贡献奖”等荣誉。 同时，公司主导产品注射用

丙氨酰谷氨酰胺被列入科技部“国家重点新产品” 、注射用果糖被列入科技部“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

（3）营销优势

公司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品开发策略，以及公司产品在剂型、规格、生产工艺等方面差异化竞争特

点，加强了公司产品在各省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过程中的差异化竞争优势。

公司主要采取区域经销商的销售模式，经销商负责公司部分产品在特定区域的销售，公司销售团队

则为经销商提供学术和销售指导，帮助其开发和维护市场，从而有效贯彻和执行公司的市场策略。目前公

司构建了覆盖全国主要市场的营销网络，建立起遍布全国的170余人的销售团队。在长期的市场营销和管

理工作中，公司建立了完整有效的经销商选择和管理体系，有利于充分利用经销商在不同区域、品种方面

的销售实力，目前，销售网络覆盖逾3,500家二级以上医院。

（4）团队优势

公司的主要管理团队成员拥有十年以上医药行业经营管理经验， 深刻理解医药行业的发展规律，在

品种研发、生产工艺管理、经销商体系建设等方面，有较强的管理能力。 公司在多年经营过程中形成了高

效的管理模式，管理团队分工明确，保证了公司较高的决策效率和执行能力，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一)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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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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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银行

杭州朝阳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

“本利丰步步

高” 2014年第

一期开放式人

民币理财产品

1,

000.0

0

2015-1

-27

2015-2

-28

保本

浮动

收益

型

2.67

1,

000.0

0

2.67 是 否 否

自有资

金

中国建设银行

杭州杭海路支

行

“乾元-日日

鑫 高 ” （按

日）开放式资

产组合型人民

币理财产品

500.00

2015-2

-12

2015-2

-26

非保

本浮

动收

益型

0.54 500.00 0.54 是 否 否

自有资

金

合计 /

1,

500.00

/ / / 3.21

1,

500.00

3.21 /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

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根据《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14年4月）》第

六章第一百零二条规定， 董事长可决定余额在人民币2,

000.00万元以下的委托理财。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进行委

托理财的本金余额为0元，理财收益共计32,109.59元。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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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首次发行 702,949,668.50 702,949,668.50 募投项目

合计 / 702,949,668.50 702,949,668.50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

情况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828号）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采用向社会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5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

币11.70元，共计募集资金总额为76,050万元，实际发生发行费用总额5,755.03万元，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70,294.9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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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号）。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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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品物流中心项目 否 10,085.42 是 3%

冻干粉针剂生产线建

设项目

否 26,854.82 是 20%

粉针剂生产线建设项

目

否 11,712.13 是 5%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9,353.27 是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否 3,803.80 是

ERP系统建设项目 否 6,725.00 是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760.53 是

合计 / 70,294.97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本公司上述项目均处于建设期，项目收益尚无法确定。 2015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以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人民币6,313.26万元，该部分投入资金尚待从募集资金银行专户转出。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4) 其他

无

3、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全资子公司灵康制药：经营范围：粉针剂、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无菌原料药、冻干粉针剂（含头

孢菌素类）、粉针剂（头孢菌素类）、小容量注射剂、原料药的生产及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

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总资产77,623万元，净资产56,988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1,724万元，净利润117万元。

（2）全资子公司浙江灵康：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制剂，生化药品；中

药饮片加工、生产项目的筹建（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筹建期不超过两年（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

批项目的，在许可证有效期内方可经营）；服务：食品，保健食品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

让；成年人非证书劳动职业技能培训（涉及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 其他无需

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注册资

本为10,000万元，总资产24,251万元，净资产21,057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3,748万元，净利润

1,332万元。

（3）全资子公司美大制药：经营范围：医药研制，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干混悬剂（均含头孢菌素

类）；粉针剂（头孢菌素类）的研制、生产、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

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

000万元，总资产5,222万元，净资产-3,510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万元，净利润-482万元。

（4）全资子公司美兰史克制药：经营范围：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粉针剂（青霉素类）、小容量注射剂

的生产及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总资产2,340万元，净资

产-3,711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4万元，净利润-334万元。

（5）全资子公司永田研究院：经营范围：医药产品研发及技术转让咨询服务，包装材料、仪器仪表、化

学试剂、玻璃仪器、化妆品、化工原料（专营除外）的销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

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该公司注册

资本为500万元，总资产168万元，净资产-118万元。 报告期内收入为零，净利润-64万元。

（6）全资子公司山东灵康：经营范围：医药、化妆品的开发、技术转让与咨询服务；健身器材、化妆品、

包装材料、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的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该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总资产1,172万元，净资产306万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779万元，净利润-14万元。

（7）全资子公司满金药业：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批发销售：中成药、化学制剂、抗生素制剂（许可证

有效期：2018年3月28日）。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200万元，总资产2,245万元，净资产2,138万元。 报告期内

实现营业收入2,221万元，净利润899万元。

4、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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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收益

情况

药谷头孢原料车间 11,000,000.00 50% 17,500.00 5,474,572.28

药谷固体车间 3,150,000.00 85% 1,013,497.00 2,612,847.00

药谷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

针剂一车间等设备

5,559,500.00 80% 1,990,500.00 4,295,000.00

保税区车间GMP改造 26,020,000.00 85% 11,433,890.00 21,991,478.00

合计 45,729,500.00 / 14,455,387.00 34,373,897.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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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4.4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24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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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5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等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在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陶灵萍主持，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7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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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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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5-026。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313.26万元置换截止2015年6月30日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5-027。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27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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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灵康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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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为人民币6,313.26万元，符合募集资金到帐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公司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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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鉴证报告，独立董

事、保荐机构均发表同意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828号文核准，并于2015年5月20日发行6,5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26,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11.7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76,0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755.03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70,294.97万元。 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5年5月

25日出具了天健验[2015]150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预计募集资金投入 实施主体

1 冻干粉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26,854.82 26,854.82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

公司

2 粉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11,712.13 11,712.13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

公司

3 药品物流中心项目 10,085.42 10,085.42

浙江灵康药业有限

公司

4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9,353.27 9,353.27

浙江灵康药业有限

公司

5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3,803.80 3,803.80

浙江灵康药业有限

公司

6 ERP系统建设项目 6,725.00 6,725.00 灵康药业

7 补充流动资金 1,764.60 1,764.60 -

合计 70,299.04 70,299.04 -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截止2015年6月30日， 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6,313.26万

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此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天健审〔2015〕6393号”《 关

于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比

例(%)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

合 计

资金

冻干粉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26,854.82 5,439.30 5,439.30 20.25

粉针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11,712.13 535.56 535.56 4.57

药品物流中心项目 10,085.42 338.4 338.4 3.36

合 计 48,652.37 6,313.26 6,313.26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313.26万元置换截止2015

年6月30日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内容详见《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24。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次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未违反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有关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

五、 专项意见说明

1、会计师事务所鉴证意见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天健审〔2015〕6393号”《关于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认为：“灵康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如实反映了灵康股份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

2、保荐机构意见

作为灵康药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人，中信证券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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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的意见，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符合《上海证监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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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监交易所上市公司募资基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要求。

2）、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关承诺，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同意灵康药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6,313.2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全体股东利益

的需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相关法规

的要求；本次资金置换行为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313.26万元置换截止

2015年6月30日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4、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313.26万元置换截止2015年6月30日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 上网公告文件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5〕6393号）。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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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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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828号文核准，并于2015年5月20日发行6,500万股，发行后总股本为26,000万股，每股发行价为11.7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76,0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5,755.03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70,294.97万元。 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15年5月

25日出具了天健验[2015]150号《验资报告》。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708,311,506.49元（该余额包括部分尚未支付的发

行费用、募集资金专户孳生利息及扣除银行手续费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海

证监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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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监交易所上市公司募资基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违规情况。

根据《上海证监交易所上市公司募资基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2015年5月，公司与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杭州萧山支行”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5年6月，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告编号：2015-016），公司与募投项目实施单位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灵康”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制药”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子公司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朝阳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杭州朝阳支行” ）、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海口分行”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分别开设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存储

方式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萧山支行

6942�05617 183,749,806.49

活期

存款

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朝阳支行

1903�3201�0400�

19668

100,854,200.00

活期

存款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朝阳支行

1903�3201�0400�

18991

385,669,500.00

活期

存款

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8115�8010�1400�

0000�170

38,038,000.00

活期

存款

合计 - - 708,311,506.49 -

三、本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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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

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管

理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1-6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0,294.97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无

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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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冻干粉针剂生产

线建设项目

否 26,854.82 26,854.82 Jun-1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粉针剂生产线建

设项目

否 11,712.13 11,712.13 Jun-1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药品物流中心项

目

否 10,085.42 10,085.42 Dec-16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

否 9,353.27 9,353.27 Dec-1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营销网络建设项

目

否 3,803.80 3,803.80 Jun-1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ERP系统建设项

目

否 6,725.00 6,725.00 Jun-17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760.53 1,760.53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70,294.97 70,294.97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

无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情况。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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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6,313.26

万元（报告期内未置换），2015年8月1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灵康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公告》（公告编号：2015-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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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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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在浙江

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8月5日以电话、电子邮件、

传真等形式发出。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监事均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洪胜先

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3人,实际出席3人。本次会议参与表决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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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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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5-026。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人民币6,313.26万元置换截止2015年6月30日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编号：2015-027。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9日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灵 康 药 业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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