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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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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元股份 60014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子君

电话 021-64698868-3018

传真 021-64699688

电子信箱 zhang.zijun@600146.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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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285,471.97 295,742,815.04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710,680.02 148,428,920.13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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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5,869.19 -26,662,827.90 65.10

营业收入 2,334,215.99 15,714,324.65 -85.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18,240.11 -13,304,55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339,354.89 -13,214,36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22 -9.89 增加1.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9 -0.0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9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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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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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源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

法人

5.65 11,300,000 0 质押 5,000,000

上海旭森世纪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

法人

2.52 5,041,200 0 无

张逸君

境外

自然人

2.49 4,976,071 0 未知

达孜县正道咨询有限公司 未知 2.00 4,000,000 0 未知

陈献明

境内自然

人

1.98 3,962,039 0 未知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方

正东亚·神龙220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85 3,695,801 0 未知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融

赢华泰4号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63 3,253,256 0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润金

20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60 3,193,501 0 未知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

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1316G期

未知 1.55 3,107,609 0 未知

朱东涛

境内自然

人

1.54 3,076,656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乐源控股与旭森世纪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杨军，两者系一致行动人。 乐

源控股与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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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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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3.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1.82万元。

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系公司于2014年下半年出售子公司嘉兴中宝41%股权， 合并范围发生变

化，上年同期嘉兴中宝营业收入1,571.43万元，本期无此收入。 公司本期营业收入233.42万元，来源于子

公司大连创元。 鉴于大连创元于上年年末完成收购，目前厂房建设尚未完工，新生产线尚未投产运营。

报告期内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1.82万元， 相比去年同期-1,330.46万元减少亏损

158.64万元，主要原因系出售嘉兴中宝股权，降低经营损失；世峰黄金停产，严格控制费用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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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215.99 15,714,324.65 -85.15

营业成本 2,905,255.84 15,030,787.28 -80.67

销售费用 216,759.85 1,055,240.71 -79.46

管理费用 13,778,693.56 14,405,686.33 -4.35

财务费用 312,957.36 1,569,520.76 -80.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05,869.19 -26,662,827.90 65.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41,411.97 -220,900.00 -5,713.2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41,548.89 8,139,230.70 92.17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合并范围变化影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合并范围变化影响。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合并范围变化影响。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合并范围变化影响。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合并范围变化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收回欠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报告期收回投资收到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大股东向公司提供借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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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71.82万元， 相比去年同期-1,330.46万元减少亏损

158.64万元，主要因素为公司于2014年下半年出售子公司嘉兴中宝41%股权，合并范围发生变化，降低经

营损失；2013年起世峰黄金停产，公司严格控制费用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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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收购环球星光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的95%股权、环球星光品牌推广项目、环球星光美国物流基地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2015年1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报告（修订稿）的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予以修订补充。

公司于近期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五

款规定的不满足非公开发行的不利因素已消除。 201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

会议，再次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015年8月3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述所有相

关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正全力配合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的各中介机构准备相关申报材料。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2015年的核心经营方针：以推进主业转型核心，以稳定并扩大现有业务为重

点，努力提升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 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233.42万元，针对因出售嘉兴中宝后的收入下

滑，公司将加大对子公司大连创元的投资，加快厂房建设及生产线投产运营的进程，力争达到今年制定的

2015年销售计划。 公司相关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也在推进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处置世峰黄金部分或全

部股权，集中处理世峰黄金涉及的相关债权债务，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公司于近期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原不满足非公开发行的不利因素已消除，公司正积极推进非公开发行收购环球星光

项目，推动主业转型的核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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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装建材行业 2,334,215.99 2,905,255.84 -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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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板材及

整樘门等

2,334,215.99 2,905,255.84 -24.46

报告期公司主业收入主要来源是塑料板材及整樘门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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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地区 2,334,215.99 100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1、公司正积极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拟募集资金收购环球星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的95%股

权。 环球星光拥有较强的品牌优势、设计优势、供应链管理优势、专业化管理团队优势、应收账款管理优

势、销售渠道优势、生产管理优势，如收购成功，上述优势将转化成为公司核心竞争力；

2、公司将支持并扩大子公司大连创元生产经营，组建核心管理及技术团队，加大研发投入，扩大生产

规模，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及核心竞争力；

3、公司于今年3月合资设立上海商赢乐点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力争抓住互联网金融发展

的机遇，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被投资的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占被投资公

司的

权益比例

本年股权

投资额

上年股权

投资额

增减

变动（%）

世峰黄金

黄金开采；矿业投资、黄金加工

销售。

52% 13,000万元 13,000万元 无

大连创元

生产销售塑料板、管、异型材、

塑料家具。

100% 1,749.24万元 1,749.24万元 无

大元盛世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

询，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投资。

100% 900万元 900万元 无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其他

□适用 √不适用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名称 世峰黄金 大连创元 大元盛世

主要产品或服务

黄金开采； 矿业投资、 黄金加

工。

生产销售塑料板、 管、 异型

材、塑料家具。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注册资本 81,600,000.00 50,000,000.00 9,000,000.00

总资产 193,602,948.58 63,211,868.78 7,303,013.89

净资产 128,038,798.47 39,485,484.78 5,392,486.98

营业收入 2,334,215.99

营业利润 -6,034,955.48 -2,640,962.70 -1,856,847.34

净利润 -6,765,527.94 -2,640,962.70 -1,856,847.34

4、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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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可执行的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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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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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报表的范围共5户，主要包括：

子公司全称 企业类型 注册地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有限公司 采矿业 托里县铁厂沟镇 52 52

大连创元新材料有限公司 制造业 辽宁省大连 100 100

上海大元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咨询 上海市虹口区 100 100

申润（香港）有限公司 贸易 中国香港 100 100

上海烨歆贸易有限公司 贸易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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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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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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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上

午10:00在上海市中山西路1600号A座11层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6人,董事

朱玉明先生因出差未能现场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罗俊先生代为表决；独立董事林志彬先生因出差未

能现场出席会议,书面委托独立董事陈惠岗先生代为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罗俊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刊登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常年法律顾问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范瑶瑶回避表决。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刊登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常年法律顾问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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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

常年法律顾问协议暨日常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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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聘用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公司与上海市白玉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律师事务所” ）签订《关于聘

用常年法律顾问法律服务协议》。 由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范瑶瑶律师和林钧律师在公司担任董事和监

事职务，本协议所涉及的法律服务属于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范瑶瑶女士回避表决。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8日披露的《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5-051）

二、终止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原因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现拟终止与律师事务所的常年法律顾问协议暨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具体原因如下：

公司目前着力于完善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法务建设，加大内部法务团队编制，以内部机制约

束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的相关合规问题。

公司经与上海白玉兰律师事务所协商一致，终止本次常年法律顾问协议。

特此公告。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大元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146

公司简称：大元股份

公司代码：

600965

公司简称：福成五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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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成五丰 600965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 名 宋宝贤 何永

电 话 010-61595607 0316-3319003转802

传 真 010-61595618 010-61595618

电子信箱 songbaoxian@vip.sina.com 978372344@q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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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76

993

229.41

1

239

182

330.85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33

715

737.42

928

497

690.28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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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038

444.35

62

979

666.62

44.55

营业收入

565

868

719.31

504

106

528.35

1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2

178

276.81

26

449

984.42

5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8

148

111.73

24

231

503.86

57.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53 2.94 增加1.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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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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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03

100

473

647

0 质押

100

473

647

三河福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98

73

795

393

73

795

393

质押

73

795

393

滕再生

境内自然

人

3.68

19

419

839

19

419

839

质押

19

419

839

李福成

境内自然

人

3.34

17

656

737

17

656

737

无

李高生

境内自然

人

3.34

17

656

737

17

656

737

无

深圳市和辉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19

16

830

528

0 无

三河燕高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8

11

004

575

11

004

575

质押

11

004

57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农业产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63

8

599

711

0 未知

三河蒙润餐饮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59

8

415

264

8

415

264

质押

8

415

26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未知 1.56

8

199

589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福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

系。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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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56

586.8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2.25%。 其中：畜牧业实现营业收入34

725.58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5

202.50万元，增长比例为17.62%；餐饮业实现营业收入22

211.70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911.82万元，增长比例为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

217.83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

572.8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9.46%。 其中：畜牧业实现净利润717.56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341.94

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2.27%；餐饮业实现净利润3

499.86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1

976.64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29.77%。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开展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①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后续工作，将重组方案落实到位。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2014年度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后续工作，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

已完成了产权变更登记、股权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等事项，后期将继续履行民政部门的股东变更手续。 同

时，由于标的资产相对公司现有行业来讲是个新鲜事物，公司要在未来的整体谋划、具体实施、未来发展

等方面做好未来几年的战略规划。 特别是通过切入经营性墓地后，进行逐步实现延伸产业链条的探索和

尝试。

②持续抓紧抓好食品安全管理，防范食品安全事故隐患。

报告期内，公司常抓不懈地坚持抓紧抓好食品安全生产，坚持制度上墙、权利到位、责任到人的全方

位安全管理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安全风险的发生。

③抓住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有利时机，寻求公司发展的助推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畜产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为契机，积极探索校企联合，筑巢引凤，加速组建公

司科研队伍，全面提升公司自主研发能力，争取年内与有关院校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争取将该中心

建设为京东区域的食品检测中心、有关院校实习工作站。

④继续夯实肉牛养殖业，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近2000万元对部分牛舍进行改扩建，截止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改扩建后的肉牛养

殖场东区已经投入使用。改扩建后的肉牛养殖场占地面积99034.55平方米，建筑面积23724.00平方米，建

开放式牛舍4栋及配套设施，设计肉牛存栏规模5500头，工程预计总投资1934.29万元。改扩建完成后的牛

舍南北走向，主要分机械上料区、采食区、运动场等区域。 肉牛养殖将采用自由采食、散养的模式，增加肉

牛的自由活动空间，提高肉牛的福利，改善牛肉品质。

⑤食品加工业继续坚持做好城市的后厨房，做好差异化配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做好城市的后厨房的经营思路下，通过校企联合、引进人才等方式，加大企

业的研发力度。 根据老年人、儿童、孕妇、糖尿病人、高血压病人、体重超重、特殊工种等不同的消费人群，

实施差异化配餐，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时尚、健康、营养的食品。

⑥继续推进内引、外联，加大产品的市场推广力度。

报告期内，公司乳业持续抓紧落实与新希望乳业的合资企业合同，按照合作意向条款落实好我们的

责任和义务。 同时要继续加大低温乳品的市场推广力度和市场营销队伍的建设力度，力争年内覆盖北京

及周边地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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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65868719.31 504106528.35 12.25

营业成本 356577576.90 320287450.74 11.33

销售费用 116671395.41 115980114.37 0.60

管理费用 25431724.39 21067582.03 20.71

财务费用 3704853.52 3324572.29 1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038444.35 62979666.62 44.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75221.62 -48395316.82 27.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979093.98 4456166.65 -525.91

研发支出

1）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①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

586.87万元，较去年同期的50

410.65万元增长了12.25%，其中畜牧业增加5

202.50万元，餐饮业增加911.82万元。 畜牧业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公司牛羊肉及深加工产品销量的增加

所致；餐饮业收入较去年同期略有增加，主要是福成餐饮自助分店收入的增加所致。

②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客户名称 营业收入（1-6月） 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客户1 33,426,416.10 5.91

客户2 19,773,876.16 3.49

客户3 10,979,729.36 1.94

客户4 10,458,105.96 1.85

客户5 6,611,958.31 1.17

合计 81,250,085.89 14.36

2）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

①成本分析表

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总

成本比例（%）

本期金额较上年

同期变动比例

（%）

畜牧业

活牛 805,055.46 0.28 401,256.77 0.16 100.63

牛肉 90,334,409.92 31.06 83,132,138.43 33.73 8.66

羊肉 13,640,372.01 4.69 4,862,725.37 1.97 180.51

肉制品 98,749,814.09 33.95 79,040,243.14 32.07 24.94

牛奶 29,688,658.17 10.21 26,586,313.80 10.79 11.67

小牛 45,906.00 0.02 36,321.18 0.01 26.39

乳制品 10,274,651.61 3.53 2,783,054.67 1.13 269.19

速食品 47,310,065.40 16.26 49,620,320.18 20.14 -4.66

合计 290,848,932.66 100.00 246,462,373.54 100.00 18.01

餐饮业 餐饮服务 69,232,710.87 100.00 78,017,071.83 100.00 -11.26

合计 69,232,710.87 100.00 78,017,071.83 100.00 -11.26

②主要供应商情况

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分行业

成本构成

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

成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总

成本比例（%）

本期金额较上年

同期变动比例

（%）

畜牧业

活牛 805,055.46 0.28 401,256.77 0.16 100.63

牛肉 90,334,409.92 31.06 83,132,138.43 33.73 8.66

羊肉 13,640,372.01 4.69 4,862,725.37 1.97 180.51

肉制品 98,749,814.09 33.95 79,040,243.14 32.07 24.94

牛奶 29,688,658.17 10.21 26,586,313.80 10.79 11.67

小牛 45,906.00 0.02 36,321.18 0.01 26.39

乳制品 10,274,651.61 3.53 2,783,054.67 1.13 269.19

速食品 47,310,065.40 16.26 49,620,320.18 20.14 -4.66

合计 290,848,932.66 100.00 246,462,373.54 100.00 18.01

餐饮业 餐饮服务 69,232,710.87 100.00 78,017,071.83 100.00 -11.26

合计 69,232,710.87 100.00 78,017,071.83 100.00 -11.26

3）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11

667.1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0.60%，主要系母公司超市费用及促销费用的增加和子公司餐饮公司人工成

本、物耗能源费用及租赁等费用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管理费用2

543.17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0.71%，主要系公司职工工资、办公费用及中介机构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用370.49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1.44%，主要系利息

支出和银行手续费较去年同期略有上升，利息收入较去年同期略有下降所致。

4）现金流量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9

103.8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4.55%，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3

507.5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7.52%，主要系本期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和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付的现

金较去年同期相对都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额-1

897.91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525.91%，主要系本期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增加和偿还债务及分配股利所支付

的现金增加三个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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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化，而随着公司在年度内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完成，公司原有的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食品生产及餐饮服务等业务在公司业务总量中的所占比例，

因新注入经营性墓地业务的增加而降低，未来公司的利润构成和利润来源将有重大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

217.8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

814.81万元；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59.46%。主要原因是餐饮行业收入略有上升，在费用方

面加强管控集中处理降低成本，物耗加强日常管理有明显降低，加强集中采购量降低成本，等一些集中管

理效果明显，还有菜牌结构调整影响成本结构；这些原因使餐饮业的利润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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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启动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将大股东旗下的三河灵山宝塔陵园有限公

司注入到本公司。 该事项自2014年6月10日停牌，2015年1月28日获得证监会重组委审核通过，2015年3

月2日收到证监会批复。 截止到本报告发布之日，已完成了产权变更登记、股权登记、工商变更登记等事

项，后期将继续履行民政部门的股东变更手续。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秉承“立足食品加工产业，发展相关产业’ 的总体发展战略，通过不断夯实现有

的肉牛养殖、屠宰加工、食品加工产业，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中做好城市的后厨房

同时以资产重组后的经营性墓地为切入点，实施双轮驱动

积极拓展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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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业 339744032.77 282614953.83 16.81 16.65 16.45 增加0.14个百分点

餐饮业 220035934.46 68535784.49 68.85 3.47 -11.07 增加5.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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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牛 844750.00 805055.46 4.70 140.67 100.63 增加19.02个百分点

牛肉 101477984.53 89343122.50 11.96 20.42 7.91 增加10.21个百分点

羊肉 16863488.31 13640372.01 19.11 169.51 180.51 减少3.17个百分点

肉制品 118351657.35 98507194.10 16.77 23.80 27.90 减少2.67个百分点

牛奶 35008620.40 29688658.17 15.20 -4.66 13.26 减少13.42个百分点

小牛 593500.00 45906.00 92.27 26.39 26.39 增加0.00个百分点

乳制品 4246403.09 4795964.97 -12.94 152.17 245.13 减少30.42个百分点

速食品 62357629.09 45788680.62 26.57 -5.39 -8.37 增加2.39个百分点

餐饮服务 220035934.46 68535784.49 68.85 3.47 -11.07 增加5.09个百分点

合计 559779967.23 351150738.32 37.27 11.09 9.82 增加0.7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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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地区 332074387.97 12.04

华北地区 179858478.53 2.40

东北地区 10444257.46 -32.78

华东地区 15579810.44 42.62

华南地区 1503386.01 60.85

港澳地区

其他地区 20319646.82 352.57

合计 559779967.23 11.09

3.2.3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3.3核心竞争力分析

①专业的技术团队，质量上乘的品质

本公司牛肉及肉制品的生产加工汇集了国内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团队， 从肉牛饲养的饲料配方、疫

病防治、宰杀前的检验、排酸控制、产品分割、肉制品加工到餐桌都有专业指导和十几年工作经历的人员

上岗操作，确保公司的产品品质安全。

②精诚打造的品牌，一流的售后服务

本公司的"福成"商标，从普通商标、著名商标、驰名商标是经过近三十年和一代人的精心维护，一步

一步走过来的，一流的品质，一流的服务，倾注了一代人的心血，赢得了市场的信任。

③优越的地理位置，高效的物流配送

本公司地处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距北京市中心地带35公里，公司产品主要销往北京地

区，北京市中心地带送货不超过3小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公司产品能够在产品出厂后在最短的时间里送

达客户，保持了产品品质。

3.4投资状况分析

3.4.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不适用。

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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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牛舍改扩建工程 在建 12165474.00 12165474.00

餐饮门店装修费用 18937292.08 23856279.77

合计 / 31102766.08 36021753.77 /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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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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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内的主体包括：

公司名称 公司类型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福成肥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市隆泰达餐饮配送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呼和浩特市润成餐饮配送有限公司 控股孙公司 65.12 65.12

三河市福成乐食汇物业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市福成乐食汇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市欢乐牧场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全资孙公司 100.00 100.00

三河市福成都市食品有限公司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00.00 100.00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

益” 。

4.4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高生

201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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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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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8月7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2015年8月18日上午9:30，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华冠大街12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应出

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以现

场表决的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了解决国内肉牛资源短缺、提高公司肉牛养殖及屠宰加工业务的生产能力，

增加国内牛肉供给能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约2亿元人民币在澳大利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负

责实施收购澳洲牧场的计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在董事会批准

权限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不涉及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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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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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福成五丰” ）于2015年8月19日接到本公

司股东李福成先生的通知，其通过二级市场购买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根据公司前期维护公司股价的举措和公司控股股东的承诺， 公司股东李福成先生从2015年7月

28日到2015年8月4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从二级市场购买本公司股票996,770股，平均持

股价格11.854元/股，增持成本11,815,711.58元。增持前李福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7,656,737股，占比

2.16%，增持后李福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8,653,507股，占比2.28%。

二、李福成先生增持本公司股票符合《证券法》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等相关规定。

三、李福成先生承诺，本次增持的股份按照相关规定6个月内不减持。

四、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购买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购买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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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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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福成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约2亿元人民币

●特别风险提示:�由于境外文化背景、政治环境和法律规范与中国大陆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公司在

境外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能否取得良好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具体实施还

需通过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许可，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以有关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解决国内肉牛资源短缺、提高公司肉牛养殖及屠宰加工业务的生产能力，增加国内牛肉供给能

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澳大利亚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负责实施收购澳洲牧场的计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在董事会批准

权限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不涉及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拟设立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福成澳大利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Fucheng� Australia� Investment� Holding� Pty� Ltd

（公司名称以当地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4、拟定经营范围：畜牧养殖及收购

5、股东出资情况：公司出资约2亿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100%。

6、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出资方式为货币。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公司未来主要从事澳洲牧场的投资收购业务，拓展公司肉牛收购市场来源，提

高公司肉牛养殖及屠宰加工业务的生产能力，增加市场供给。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振兴传统的畜牧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符合

公司的长远规划。

四、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风险

（一）业务风险

由于境外文化背景、政治环境和法律规范与中国大陆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公司在境外设立的全资子

公司能否取得良好发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审批风险

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具体实施还需通过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许可，尚存在不确定性，最

终以有关部门审批意见为准。 同时，本次对外投资拟在 澳大利亚境内注册设立公司，虽然当地具备成

熟且完善的投资环境，注册登记事宜仍需当地有关部门批准，存在一定的审批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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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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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2015年8月7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2015年8月18日上午9:30，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技术园区华冠大街12号公司五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应出

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5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监事会成员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