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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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化工 股票代码 00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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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磊 周圆

电话 0551-65862589 0551-65862589

传真 0551-65862577 0551-65862577

电子信箱 izhaolei@yahoo.com.cn zhouy69@dun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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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618,699.33 850,467,559.23 -2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0,599,287.35 97,643,449.87 -4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7,195,075.52 90,122,297.00 -4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9,486,563.99 138,547,324.09 -20.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35 0.1223 -48.0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35 0.1223 -48.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6% 3.8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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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8,579,010.92 4,025,218,905.62 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71,400,110.77 2,543,474,956.91 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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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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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安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01%

262,920,

000

安徽盾安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2%

108,480,

000

合肥永天机电

设备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74% 53,708,100 质押 53,708,1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八组合

其他 1.26% 9,999,20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融

金24号资金信

托合同

其他 0.30% 2,360,260

首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0.24% 1,879,806

殷华培 境内自然人 0.18% 1,464,692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银河定投

宝中证腾安价

值100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5% 1,171,894

张洪丽 境内自然人 0.14% 1,117,122

华家蓉 境内自然人 0.14% 1,09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盾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合肥永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安徽盾安化

工集团有限公司67%的股份，持有合肥永天机电设备有限公司50%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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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2015年上半年，在需求萎缩、产能过剩、国际能源价格下降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下，煤炭、钢铁、建材等下游行业仍呈现低位运行。 在国家经济运行增速放

缓和民爆器材出厂放开的大背景下，民爆行业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主要经济指

标均呈现负增长态势。

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经济环境和业务转型升级的严峻任务，公司

围绕董事会制定的经营计划与工作目标， 在管理层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坚持安全和谐发展不动摇，坚持“外延扩张、内涵做实” 不动摇，坚持“科研、生

产、销售、爆破服务” 一体化方向不动摇，稳步发展民爆生产、重点拓展爆破工

程服务、积极开展爆炸深加工业务。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63,361.87万元， 同比下降25.50%； 利润总额9,

028.87万元，同比下降47.9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59.93万元，同

比下降48.18%；每股收益0.0635元，同比下降48.08%。

本报告期实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10,948.66万元，同比下降20.98%。

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435,857.90万元，比年初增长8.28%；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益287,140.01万元，比年初增长12.89%；期末资产负债率

23.01%，比年初下降1.72%。

二、财务数据及指标分析

1、主要财务指标及对比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2015年1-6月 2014年1-6月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3年1-6月

营业收入 元 633,618,699.33 850,467,559.23 -25.50 801,285,571.18

营业成本 元 325,094,818.35 431,703,732.89 -24.69 409,021,224.18

销售费用 元 53,180,837.02 70,566,610.25 -24.64 58,128,333.78

管理费用 元 160,501,493.13 157,665,874.36 1.80 133,291,070.43

财务费用 元 13,966,879.22 19,116,628.57 -26.94 8,907,592.07

利润总额 元 90,288,652.27 173,349,351.15 -47.92 199,971,318.00

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

元 50,599,287.35 97,643,449.87 -48.18 119,919,511.04

主营业务毛利率 % 48.59 49.37 -0.78 48.51

销售费用比率 % 8.39 8.30 0.09 7.25

管理费用比率 % 25.33 18.54 6.79 16.63

财务费用比率 % 2.20 2.25 -0.05 1.11

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净资产收益率

% 1.96 3.84 -1.88 4.95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元 109,486,563.99 138,547,324.09 -20.98 146,369,830.88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2015年6月末 2014年12月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3年12月末

总资产 元 4,358,579,010.92 4,025,218,905.62 8.28 4,011,955,338.98

总负债 元 1,002,741,978.64 995,396,803.77 0.74 1,068,339,79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71,400,110.77 2,543,474,956.91 12.89 2,543,984,618.58

资产负债率 % 23.01 24.73 -1.72 26.63

2、主要指标变化分析：

①本期营业收入63,361.87万元，同比下降25.50%，原因是受国家经济运

行持续放缓， 民爆产品需求疲软的影响， 民爆生产企业炸药销售量下降了

23.50%。

②本期销售费用5,318.08万元，同比下降24.64%；销售费用比率8.39%，同

比增加0.09%，原因是随着炸药销售量下降，与销售业务相关的运输费用等也

随之下降。

③本期管理费用16,050.15万元，同比增加1.80%；管理费用比率25.33%，

同比增加6.79%,原因是本期刚性薪酬费用、新增资产折旧费用增加，以及因提

前终止股权激励增加了股份支付成本。

④本期财务费用1,396.69万元，同比下降26.94%；财务费用比率2.20%，同

比下降0.05%，原因是本报告期内融资规模下降，另外，银行借贷利率下调也是

原因之一。

⑤本期资产减值损失241.60万元，同比下降71.85%，原因是上年同期计提

了600万元商誉减值准备所致。

⑥本期主营业务毛利率48.59%，同比下降0.78%，原因是主要原材料硝酸

铵采购价格持续下降。 采购均价较上年同期下降了10.40%。

⑦本期末总资产435,857.90万元，较年初增加8.28%。

其中：货币资金期末数为37,399.17万元，比年初数减少36.09%，原因是期

末融资规模较年初减少19,020.00万元。

应收票据期末数为3,527.71万元，比年初数减少55.61%，原因是本报告期

内票据付款及解付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数为75,435.50万元，比年初数增加231.83%，原因

是母公司持有的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的公允价值较初始

投资成本增加了52,736.00万元。

⑧本期末总负债100,274.20万元，较年初增加0.74%。

其中：预收账款期末数为2,275.92万元,比年初数增加23.45%，原因是期

末未满足结算和收入确认条件的预收款项较多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为2,875.99万元，比年初数减少43.62%，原因是本期

支付了2014年末计提的年终考核薪酬及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数为3,323.76万元,比年初数减少11.69%，原因是本期缴纳

了上年末计提的各项税费所致。

应付股利期末数为101.51万元，比年初数减少93.13%，原因是本期支付了

2014年末计提应付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专项应付款期末数为510万元，比年初数增加50%，原因是本期收到仓库

搬迁补助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数为12,828.05万元，比年初数增加156.12%，原因是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计提所得税费用所致。

⑨本期经营性现金净流量10,948.66万元，同比下降20.98%，原因是营业

收入下降，导致回款额随之下降，以及支付的各项税费随之减少。

⑩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5,448.9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

372.13万元， 原因是上年同期新增并购公司购买日的原有资金转入增加11,

536.01万元，同时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减少8,220.99万元。

?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6,673.1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

717.28万元，原因是本报告期取得的银行借款较去年同期减少5,220.05万元。

三、2015年下半年经营策略和思路

公司将充分利用在产品、技术、规模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稳步发展民爆生

产，在以乳化炸药为主导产品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现场混装炸药和散装炸药，重

点拓展爆破工程服务，积极开展爆炸深加工业务，延伸产业链，实现公司产业结

构的优化和安全生产水平的提高。

1.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步伐

继续加大与国内外优势企业的合作力度， 重点向矿山服务一体化方向转

型。 坚持以调整产品结构和生产方式为基础，以提高爆破业务和拓展服务功能

为着力点，以价值链整合为核心，打造最具竞争力的集生产、销售、爆破服务一

体化的国内一流新型矿山服务商。

2.进一步大力推行安全文化建设

通过全员参与安全文化建设，逐步推进“精﹒慎” 的安全文化理念，构建

“公司推动、部门负责、全员参与、认真落实” 的安全文化氛围，大力推进安全文

化创新工作，提高全员安全素质，为公司的安全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进一步加大“两化融合” 力度

公司将会继续完善民爆企业数据采集分析平台， 加大安全信息化投入力

度，进一步推进集成信息平台的数据挖掘以及爆破业务信息化建设，为公司集

团化管控提供助力，为行业信息化发展做出贡献。

4、技术创新方面

秉承“以技术与保障安全、以创新促进发展” 的工作思路，推进民爆生产企

业重大技术改造，竭力推广民爆生产工房内少（无）人化生产。广泛吸收先进的

外部科研成果，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自身实力和竞争力。

5、爆破服务方面

公司将大中型矿山爆破工程项目开拓作为工作重点，努力通过与资源性或

工程总包型央企战略合作，获取矿山爆破服务项目，保障公司持续稳定的爆破

工程业绩，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爆破服务品牌建设，扩大行业影响力；

继续推动爆破公司矿山工程总包资质和爆破资质的申办、保级升级，扩大业务

范围和级别，延伸产业链，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加强奥斯汀技术的沉淀

转化和应用，推广应用露天和地下现场混装炸药技术，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建

立爆破业务关键人才特别是项目经理人才的培养体系，建设培训基地；推进爆

破工程项目管理体系和信息化建设，加强集团化管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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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8月8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金立华工业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对安庆市向科爆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以下简称《议案》）。 《议案》约定以2013年8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评估，安庆向科爆破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向科)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2,177.03万元。 协议各方

同意以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中金立华以自有资金对安庆向科增资人民

币2,265.89万元，其中人民币 2,082万元计入安庆向科注册资本,�人民币

183.89万元计入安庆向科资本公积。 此次增资完成后，中金立华持有安庆向科

51%的股权，安徽盾安（现更名为：安徽向科）持有其49%的股份，中金立华成

为安庆向科之控股股东。 自2015年度1月1日，安庆向科不再纳入合并范围，股

权结构调整以后，由成本法转入权益法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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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冯忠波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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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绿新 股票代码 00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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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晓东 陈洁敏

电话 021－66278702 021－66278702

传真 021－66278702 021－66278702

电子信箱 zhangxiaodong@luxinevotech.com chenjiemin@luxinevotec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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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26,592.52 1,132,256,474.71 -3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653,554.65 112,996,792.62 -5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0,428,847.86 109,602,844.42 -53.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2,094,005.58 -5,638,745.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6 -5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16 -5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0% 5.95%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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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9,235,359.49 3,282,745,370.36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93,946,511.74 1,642,598,330.86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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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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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灏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45.56% 317,440,000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融信通系列单一

信托10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0% 5,550,000

林加宝 境内自然人 0.75% 5,256,600 4,200,000

石河子弘新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8% 4,023,000

广州市市政工程监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8% 3,321,050

黄春芳 境内自然人 0.43% 3,000,000

毛文昌 境内自然人 0.41% 2,856,696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

金赢20号结构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2% 2,250,000

谭毓桢 境内自然人 0.26% 1,830,000

黄文娟 境内自然人 0.24% 1,64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注1：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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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2015年上半年， 公司主营业务真空镀铝纸受国内控烟形势和宏观经济低迷影响有所

下滑。一方面，公司继续通过调整集团公司产能布局，合理配置资源，稳固管理控制，提升内

部效率和效益。 另一方面，公司稳步推进电子烟、云印刷业务平台的发展，力争在稳固主业

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形成公司未来盈利增长的三驾马车。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0,026,592.52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51,

653,554.65元。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为3,249,235,359.49元，其中流动资产1,

449,966,353.04元，非流动资产1,799,269,006.45元，公司净资产 1,693,946,511.74元，

资产负债率47.87%。

1. 真空镀铝纸及烟标印刷业务

2015年上半年，由于烟草行业去库存等因素影响，公司的真空镀铝纸业务有所下降。

目前，公司的湖北绿新生产基地完成部分子公司的产能转移和生产管理的配置，形成服务

于两湖及川渝市场的能力。

目前,公司完成真空镀铝纸和烟标印刷业务产业链的横向扩张及延伸后,现阶段主要

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产能形成上海、湖北、福建三大生产基地和市场配套产能；二

是根据市场形势加强营销手段，深挖市场深度；三是紧抓内部生产管理，提升内部效率。

2、电子烟业务

欧美电子烟市场经历爆发式增长后，国内市场也逐步被厂商所重视和开拓。 上海绿馨

在持续开拓国外市场业务的同时，展开国内线上、线下业务的建设。 近期，上海绿馨在北京

设立了产品体验旗舰店,并于 2015�年 9�月 3�日在天猫网店上线全部系列产品，以扩大

产品的销售渠道和影响力。

2015年上半年，电子烟产品风格逐渐呈现出产品功能和特点多样化的趋势,产品周期

有所缩短。市场消费需求逐步形成对产品安全、美观、新颖和体验感的不同要求。对此，上海

绿馨的电子烟事业部和研发部门形成产品设计和研发机制，及时跟踪市场的变化，以适应

产品的更新速度，保持产品的生命力。

3、云印刷业务平台

公司云印刷业务平台的构建,包含了无线移动互联平台优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装备供应商上海绿新紫光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云印刷制造端元亨利云印刷科技 （上

海）有限公司。

优印公司的“所见即所得” ，是影像应用和印刷领域中最能贴合消费者需求的理念。同

时，优印的“一按即印”和人性化操作界面很快被消费者接受。 优印公司的B2C业务模式，

通过苹果应用平台和安卓应用平台均已上线，同时将推出面对中小企业的B2B和前端资源

伙伴的B2B2C模式。 同时，优印公司提供的影像化处理和实物应用平台将在社群和培训领

域也将有所拓展。

元亨利是在印刷流程智能化，控制信息化走在前列的印刷企业，在镭射和烫金技术上

拥有独特技术。 元亨利已完成与优印公司信息技术接口连接，和专用设备改造。 至此，公司

云印刷平台完成无线移动电商平台和智能制造端的贯通，实现消费者一键式服务体验。

绿新紫光是公司智能装备制造平台，承接了上海申威达机械和紫光机械两家公司有关

资产。申威达成立于1917年，曾有中华第一刀的美誉，世界五大切纸机制造商之一。紫光机

械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上海订书机械厂，主要产品有订书机械，柔印机，票证印刷。 公司在

获得上述资产的同时也获得两家宝贵的人员和技术资源，为公司云印刷专用设备的制造提

供基础。 所以，公司将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先立足其印刷专用设备的特长，形成公司云印刷

全产业链闭环。

4、内部管理方面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要求，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机

制。针对子公司管理方面，公司制定了相关子公司管理制度并落实责任追究机制，控制经营

风险。针对风险控制环节，公司加强了审计部门的工作力量，加强了公司管理决策事前审核

和事后审计的规范要求。

另外，公司定期组织相关管理培训，提升管理层的管理能力和依法经营意识。 同时，在

全公司范围内普及公司治理的法律的严肃性。 针对今年以来的浙江德美事件，公司将依法

追究，合法主张，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最后，公司今年以来是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从治理到业务拓展各方面还面临许多挑

战，需要公司决策层和管理层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需要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和广大股东

的信心与支持。

总之，公司作为环保特种包装的主力军，在行业发展中还存在许多机会，同时公司转型

发展的电子烟、云印刷业务也表现出不错的态势，希望在全员的努力下再创佳绩，回报每位

股东，回报所有关心、支持上海绿新的各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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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65�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2015-084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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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19日(星期三)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

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丹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无异议，并签署了《上海绿新包装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确认意见》；上述

报告具体内容请详见（http://www.cninfo.com.cn）。

投票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

1、上海绿新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9日

证券代码：00256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2015-085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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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于2015年8月19日(星期三)在上海市普陀区真陈路200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监事

应到3人，实到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伍宝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并表决，一致

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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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及其摘要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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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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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报告具体内容详情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投票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

1、上海绿新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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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基达鑫 股票代码 00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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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清卫 朱海花

电话 0756-3226342 0756-3226242

传真 0756-3359588 0756-3359588

电子信箱 vigorsu@winbase-tank.com zhuhaihua@winbase-t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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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40,832.45 95,561,185.37 -2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137,152.47 23,821,856.28 -4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882,726.57 23,668,882.97 -45.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633,889.49 50,846,902.27 -49.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7 0.0882 -44.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7 0.0882 -4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 2.77%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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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504,496.04 1,231,952,631.66 21.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5,512,518.38 888,799,573.80 2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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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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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19% 116,600,000 5,000,000

珠海横琴新区恒荣

润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0% 10,000,000

10,000,

000

张辛聿 境内自然人 2.22% 6,000,000 4,500,000 质押 4,500,000

乔通 境内自然人 1.85% 5,000,000 5,000,000

深圳市华信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5,000,000 5,000,000

鹏华资产－中信证

券－鹏华资产清水

源14期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1.47% 3,979,017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9% 3,762,142

中欧盛世－宁波银

行－中欧盛世清水

源28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0% 2,168,011

孔莹 境内自然人 0.74% 2,001,000 2,000,000

珠海横琴新区荣通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2,000,000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公司实际

控制人、董事长）与张辛聿先生（公司总经理）为母子关系；公司控

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张辛聿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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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认真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赋予的职责，

严格执行股东大会决议，推动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公司各项业务的发展，积

极有效地发挥了董事会的作用。 这半年，外部环境依然错综复杂，世界各经济

体经济增速分化加剧，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压力与转机并存，中国正

进入增速放缓同时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而石化仓储行业面对市场

竞争更加激烈、营业成本上升以及客户需求变化等多重压力，公司努力应对，

抓安全生产，增加收入，追求经济效益，努力按照年初制定的经营方针和思路

开展各项工作。

2015年4月1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珠海恒基

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519号）。 2015年6月9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3,000万股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净额21,531.40万元，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66,123,348.56元，同比下降20.67%，主要原因

是珠海地区市场竞争加剧，营业收入下降所致；实现营业利润13,533,759.86

元，同比下降50.34%，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及毛利率下降所致；实现利润总额

16,178,914.91元，同比下降46.7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

137,152.47元，同比下降44.85%。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成本46,292,306.31元，同比下降0.4%；管理费用9,

433,350.10元，同比下降0.9%；财务费用1,865,460.26元，同比下降7.70%。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633,889.49元，同比减少

49.59%，主要是珠海地区市场竞争加剧，营业收入下降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198,698,213.32元，同比减少33.43%，变动较大的原因是公

司报告期购买企业债券、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购建固定资产及融资租赁业务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89,585,645.63元， 同比增加

601.81%，变动较大的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定向增发3,000万股股份所筹集的资

金到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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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青运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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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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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7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于2015年8月18日

10:00时在珠海市南油大酒店玻璃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应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

席会议的董事有程文浩、徐卫东）。 会议由董事长王青运主持，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现场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做出了保证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书面确认意见。

报告内容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报告摘要内容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报告内容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1、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决议；

2、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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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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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于2015年8月18日

13:00时在珠海市南油大酒店玻璃楼三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

会议的监事3人， 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绍丹主

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现场表决，形成

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3�票同意,� 0�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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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内容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报告摘要内容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3�票同意,� 0�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报告内容详见2015年8月2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备查文件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珠 海 恒 基 达 鑫 国 际 化 工 仓 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 徽 江 南 化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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