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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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业通联 股票代码 00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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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波 张 静

电话 0335-5302599 0335-5302528

传真 0335-5302528 0335-5302528

电子信箱 xubo@tianyetolian.com zhangjing@tianyetoli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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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91,579.48 266,102,231.75 -6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9,554,721.17 -45,909,261.76 5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769,590.20 -46,168,120.30 61.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1,718,325.60 15,565,130.39 -496.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1 76.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21 7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1% -9.61%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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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572,676.16 1,749,884,355.90 -3.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98,834,693.26 1,519,004,899.48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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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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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建

盈富投资企

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6.39%

141,431,

000

141,431,000 质押

141,431,

000

华建兴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08%

31,398,

723

质押

31,398,

700

朱新生 境内自然人 4.77%

18,532,

500

18,532,500 质押 7,180,000

国泰君安金

融控股有限

公司－客户

资金

境内自然人 4.28%

16,638,

900

16,638,900

胡志军 境内自然人 3.43%

13,326,

360

中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14% 8,319,451 8,319,451

白思恒 境内自然人 0.76% 2,945,267

王金祥 境内自然人 0.59% 2,311,677 1,906,258

尹晓娟 境内自然人 0.55% 2,141,300

陈贤 境内自然人 0.54% 2,09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华建盈富、华建兴业系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天业通联44.47%股权。 除上述关

系外，公司未知上述10名股东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白思恒、陈贤参与融资融券业务，参与此业务的股

份数量分别为2,442,267股、1,868,2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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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董事会确定的工作方针，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对公司的

影响，采取调整经营策略，进一步完善成本、费用控制，提高产品品质及售后服务水平等

措施，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同时不断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能力，加强新

市场新客户的拓展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319.16万元，同比下降

61.22%；营业利润-1,758.80万元，同比减少亏损67.0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5.47万元，同比减少亏损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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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新生

201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5-065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于2015年8月18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书面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8月7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本

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新生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公司部分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

二、 审议通过 《董事会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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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详见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459

证券简称：天业通联 公告编号：

2015-066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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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2015年8月18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书面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8月7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了各位监事。本

次会议由公司监事王向东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公司董事兼财

务总监张浩义先生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

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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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 审议通过 《董事会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使用及运作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规定，募集资金的实际

使用合法、合规，未有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董事会关于公司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实际情

况。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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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润股份 股票代码 00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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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焕杰 于书敏

电话 0535-6382740 0535-6101017

传真 0535-6378945 0535-6101018

电子信箱 hjwang@valiant-cn.com yushumin@valiant-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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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138,524.07 433,011,175.55 42.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049,275.95 36,897,629.72 8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8,558,792.85 35,547,155.26 92.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6,387,130.99 56,104,951.13 214.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3 6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13 69.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 2.76% 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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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6,343,862.68 1,599,718,932.69 6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403,224,562.60 1,375,745,712.35 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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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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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山

东）投资发

展公司

国有法人 21.98%

74,708,

000

0

鲁银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00%

40,800,

000

0 质押

40,800,

000

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6.61%

22,480,

937

22,480,937

烟台市供销

合作社

境内非国有

法人

6.08%

20,672,

000

0

山东鲁银科

技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16%

14,144,

000

0

招商财富-

招商银行-

恒泰华盛1

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1%

11,250,

000

11,250,000

宝盈基金-

光大银行-

宝盈恒泰华

盛5号特定

多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34% 7,937,500 7,937,500

财通基金-

光大银行-

富春恒泰华

盛定增22号

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 6,868,194 6,868,194

招商财富-

招商银行-

瑞丰向阳1

号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4% 6,250,000 6,250,000

王忠立 境内自然人 1.51% 5,138,080 3,853,5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中节能（山东）投资发展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山东鲁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恒泰华盛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与“招商财富－

招商银行－瑞丰向阳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均为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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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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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513.85万元，同比增加18212.73万元；利润总额

8119.43�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893.27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004.93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加3315.17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15,138,524.0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06%，其主要原

因是本期订单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成本408,201,899.2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58%，其主要原

因是本期订单增加，营业成本相应增加；

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发生数为16,053,033.36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36.85%，其主要原

因是本期职工薪酬增加；

报告期内管理费用发生数为121,462,995.86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84.80%，其主要

原因是本期技术研发费及职工薪酬增加；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发生数为-12,497,298.61元，上年同期数为-4,243,138.81元。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暂时闲置资金季度结息增加；本期采

用境外结汇及远期结汇方式较多，结汇汇率高于收款汇率，汇兑收益增加；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较去

年同期提高95.29%、92.12%、93.22%、91.95%、89.85%，其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年同期订

单增加，毛利提高，及本期财务费用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为176,387,130.99元，比上年同期提高

214.39%，其主要原因是去年12月销售额较大，应收账款在本期收回；本期新增应收账款

回款加速；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01,133,637.30元，上年同期为

-83,821,309.51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及本期

沸石系列环保材料二期扩建项目投入较多；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25,528,561.24元，上年同期为-46,

825,469.31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而上年同期偿还期初

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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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凤岐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7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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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于公司本部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凤岐先生召集并主持。 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7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经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与《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

时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二、审议并通过了《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备查文件：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643

证券简称：万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8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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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于公司本部办公楼召开， 本次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杜乐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送至

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报告期内公司的实际情

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与《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登

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二、 审议并通过了 《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万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备查文件：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节能万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0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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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昌科技 股票代码 00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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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昌

电话 0533-2988888

传真 0533-2091578

电子信箱 zgc_882@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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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93,421,395.72 173,959,190.68 173,959,190.68 1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1,348,919.90 51,167,335.04 51,167,335.04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1,279,840.40 49,852,207.42 49,852,207.42 2.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3,795,926.82 51,041,469.61 51,041,469.61 5.4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8 0.1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8 0.1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2% 6.80% 6.80% -0.1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25,888,109.99 769,486,861.55 769,486,861.55 7.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00,752,976.54 749,404,056.64 749,404,056.64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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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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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宝林 境内自然人 38.69%

54,463,

500

40,847,625

华泰瑞联基

金管理有限

公司－北京

华泰瑞联并

购基金中心

(有限合伙）

其他 4.83% 6,800,000 0

王明贤 境内自然人 2.51% 3,539,900 2,654,925

石庭波 境内自然人 2.19% 3,083,337 0

石丽云 境内自然人 1.07% 1,512,200 0

华宝信托有

限责任公

司－宝晟好

雨1号集合

资金信托

其他 1.03% 1,445,900 0

朱燕珍 境内自然人 0.80% 1,132,001 0

杨森 境内自然人 0.58% 820,000 0

罗军 境内自然人 0.58% 817,231 0

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4% 764,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高宝林、王明贤为一致行动人，与其余8名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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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受益于全球医药、化工相关细分领域相对较高的行业景气度，公司原甲酸三甲

酯、原甲酸三乙酯等产品市场需求总体保持稳定。 由于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尚未有根本性好

转，“调结构、去产能” 任务依然艰巨，造成部分相关下游生产商开工不足，市场竞争激烈，

因此公司主要产品市场需求总量增长短期内也存在一定的压力。

本报告期，公司管理层坚持“稳定、创新、整合、发展”的工作主线，以提高营销能力、推

进强强联合为工作重点，扎实有效地开展各项经营工作。

1、营销改革试点成效明显。 加强营销队伍建设，深耕细分市场，发挥品牌、规模优势，

巩固了老客户，开辟了新市场，上半年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8.84%，其中原甲酸三乙酯销量

增长相对较快；

2、结合市场需求，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做到以产保销。 主要生产装置实现了“安、稳、

长、满、优”运行，上半年产量同比增长26.72%，同时库存保持在合理水平，企业整体运营质

量得到有效提高；

3、积极稳妥地开展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加快推进公司产品与产业升级发展战略。 经过

各参与方的共同努力，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今年6月获得中国证监会重组委有条件审

核通过，7月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此次交易双方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将会进一步提高

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好地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9,342.14万元，同比增长11.19%，实现净利润5,

134.89万元，同比增长0.35%，主营业务毛利率39.50%，比去年同期下降1.51个百分点。本期

主营业务范围、利润来源及利润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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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秀媛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43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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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

于2015年8月8日以书面、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其中董事王明贤

先生、张学民先生、独立董事王蕊女士、倪健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于秀媛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逐项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披露在2015年8月20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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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和2015年8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81

证券简称：万昌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45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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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淄博万昌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5年上半年(以下称“本报告期” )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589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于2011年5月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708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19.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14,52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43,247,141.6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71,272,858.31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

公司（已更名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2011年5月10日出具了大

信验字2011第3-0019号《验资报告》。

2、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及期末余额

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项目投入金额合计433.95万元，均系直接投入承诺投资项目。

截止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34,179.67万元，其中活期存款账户余额

为4,179.67万元，定期存单为30,000.00万元。 具体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

币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净额 471,272,858.31

减：至本报告期末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68,824,294.77

其中：本报告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4,339,564.52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37,102,078.12

加：募集资金利息净额（扣除手续费用后） 39,348,092.70

其中：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利息净额 4,092,879.3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41,796,656.24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依据《公司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制订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资金使用、资金投向变更、资金管理与监督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定，并经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实施。

公司按照有关规定，结合经营业务的需要，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并于2011年6月5日和保荐机

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上述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

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格式无重大差异。 自协

议签署日至本报告期末，各协议签署方均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违规操作情形。

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尚未使用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具体存放情况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金额

募集资金 其中：定期存款 利息收入 合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510101553000008

62

288,576,

592.46

300,000,

000.00

36,322,

703.90

324,899,

296.3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淄博分行

219511251049

13,871,

971.08

3,025,388.80

16,897,

359.88

合 计

302,448,

563.54

300,000,

000.00

39,348,

092.70

341,796,

656.24

注：根据所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有关规定，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

司结合项目建设进度将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不超过1�年） 的形式存放于上述各银

行，每份存单均有独立的存单号，不再单独列示。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之情况说明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与实际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

的情况，也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1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7,127.29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33.9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6,8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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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

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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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

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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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利用齐鲁丙烯腈废气

氢氰酸扩建原甲酸三

甲酯/三乙酯项目

否 9,600.00 12,108.00 267.74 11,442.01 94.5

2014年6月

30日

765 否 否

利用丙烯腈废气氢氰

酸生产苯并二醇项目

否 8,800.00 8,800.00 4.18 2,661.64 30.25

2015年12月

31日

0 否 否

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

目

否 3,500.00 3,500.00 162.03 2,778.77 79.39

2015年12月

31日

0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1,900.00 24,408.00 433.95 16,882.42 - - 765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0 0 0 0 - - 0 - -

合计 - 21,900.00 24,408.00 433.95 16,882.42 - - 765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为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质量，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公司在反复调研论证的基础上，

于2015年4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决定

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涉及的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进行调整，其中将苯并二醇项目、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目达

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2015年12月31日， 另外对原甲酸三甲酯/三乙酯扩建项目于2014年6月30日全部建

设完毕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情况予以确认。

公司实行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近两年原甲酸三甲酯、原甲酸三乙酯及相关下游产品竞争激烈，市场需求增速趋

缓，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募投项目效益的发挥。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募投项目生产或建设情况如下：

1、原甲酸三甲酯/三乙酯扩建项目：该项目通过不断优化相关生产工艺技术，完善管理软件措施，新装置各项生产

指标已基本达到最佳运行状态，生产负荷根据市场需求逐步提升。 该项目调整后的投资总额与报告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的差额，系部分与工程有关的质保金尚未支付和项目配套流动资金。

2、苯并二醇项目：其公用配套设施部分已完工，配套污水处理车间已部分试运行正常。 为改善苯并二醇产品用途

单一性的不足，降低投资风险，提高其主体生产装置的通用性和可扩展性，后期工艺技术及建设方案仍需不断优

化。 其配套污水处理车间尚需完成收尾工程，以更好地满足公司整体生产的正常需要。

3、技术中心升级改造项目：中心研发楼及附属设施已交付使用，中试车间厂房已建设完毕。 随后将继续完善配套

中试车间的工艺设计方案，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提高其经济适用性，满足新产品中试开发的需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募资金为25,227.29万元。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原甲酸三甲酯/三乙酯扩建工程的实际需

要，经2013年3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3年4月17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

以超募资金对该项目追加投资2,508万元，该项目合计总投资额为12,108万元。 其余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22,

719.29万元暂时存放在募集资金银行专项账户。 公司将按照企业发展规划，结合其他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和新产

品开发计划，抓紧落实剩余超募资金的具体使用方案，积极稳妥地用足用好资金，获取最佳效益。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11年6月5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置换前期（截至2011年5月31日）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所使用的自筹

资金共计人民币3,710.21�万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大信专审字 [2011] 第3-0117

号）。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银行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严格按公开承诺项目使用，并按规定予以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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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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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8月8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8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景坡先生主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作出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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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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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按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有关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的要求，严格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实际投入项目与承诺投入项目一致，

无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募集资金使用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有利于促进公司可

持续发展。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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