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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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通医药 股票代码 00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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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倪赤杭

电话 0575-85565978

传真 0575-85565947

电子信箱 sxhtyy@sxhty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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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604,301.32 550,148,820.19 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234,810.39 17,939,862.07 12.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821,236.69 17,544,012.03 1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7,494,705.53 -15,088,464.29 -148.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3 6.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 0.43 6.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43% 7.22%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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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4,490,469.89 756,986,158.08 20.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3,585,142.00 279,173,531.61 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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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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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绍兴华通

商贸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25% 14,700,000 14,700,000

钱木水 境内自然人 10.60% 5,933,400 5,933,400

沈剑巢 境内自然人 4.98% 2,790,000 2,790,000

浙江广晋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6% 2,500,000 2,500,000

朱国良 境内自然人 3.32% 1,860,000 1,860,000

绍兴翔辉五期

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1% 1,629,600 1,629,600

周志法 境内自然人 2.33% 1,302,000 1,302,000

杭州中鼎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9% 1,226,000 1,226,00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云

瑞鼎盛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67% 933,140

沈建林 境内自然人 1.61% 900,000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绍兴华通商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钱木水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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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管理层结合2015年上半年的财务会计资料， 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进行了讨论与分析，认为：2015年上半年，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在经

营上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服务、创新” 经营理念，正确把握行业发展趋

势，积极发挥自身特点、优势，加大业务拓展与升级，着力提升竞争能力，努力创

新经营模式，同时不断强化服务意识，提供更加细致的差别化服务；公司资产质

量优良，资产结构合理，偿债能力较好，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增长，持续盈利能力

较强。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78,604,301.32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17%；

营业利润26,620,695.10元，同比增长12.89%；利润总额26,356,390.97元，同

比增长13.1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234,810.39元，同比增长

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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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木水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58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22

号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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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已于2015年8月10日以现场送达、 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15年8月21日在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1605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钱木水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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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专项报告的相关事项出具了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也对该专项报告进行了审议并作出了决议。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758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23

号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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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于2015年8月10日以现场送达、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5

年8月21日在绍兴市柯桥区轻纺城大道1605号公司3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

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邵永华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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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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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编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201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

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违规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758

证券简称：华通医药 公告编号：

2015-025

号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

2015

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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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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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对2015�年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838号）文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1,400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

18.04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5,256.00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3,

158.32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22,097.68万元。 上述资金于2015年5月22日全部

到位， 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5]�第610388《验资报告》。 公司所募集的资金用于医药物流二期建设项

目、连锁药店扩展项目、医药批发业务扩展项目三个项目。

2、募集资金使用和余额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余额如下（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252,560,000.00

减：发行费用 31,583,200.00

募集资金净额 220,976,800.00

减：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7,997,494.26

加：利息收入 40,764.38

减：手续费支出 1,521.49

募集资金余额 183,018,548.6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

2、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支行、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轻纺城支行及保荐机

构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爱建证券” 或“保荐机构” ）《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在上述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用于医药物流二期建设项目、连锁药店扩展项目、医药

批发业务扩展项目时， 资金支出必须严格按照公司资金审批规定办理手续，以

保证专款专用，并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该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

料，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均按上述制度履行。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余额情况如下：（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开户银行名称 账号 资金余额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柯东支行 19510401040007596 120,252,271.5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行 8110801013800000926 60,749,278.38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

兴轻纺城支行

201000137948137 2,016,998.73

合 计 183,018,548.63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四、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无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实际投资主体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无实际投资主体变更情况。

六、 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不存在重大差异。

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说明

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本公司以自筹资金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投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39,840,274.77元， 此事项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于2015年6月26日出具信会师报字[2015]第610452

号 《关于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 《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已经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发表意见同意置换。置换工作已

于2015年7月实施完毕。

八、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5� 年上半年度，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

存放情况，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097.68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3,799.7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3,799.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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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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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投资项目

1.医药物流二期建设项目 否 12,024.52 12,024.52 0 0 0.00% 0 否

2.连锁药店扩展项目 否 6,073.16 6,073.16 0 0 0.00% 0 否

3.医药批发业务扩展项目 否 4,000 4,000 3,799.75 3,799.75 95.00% 0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2,097.68 22,097.68 3,799.75 3,799.75 0

超募资金投向

1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22,097.68 22,097.68 3,799.75 3,799.75 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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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5年6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9,840,274.77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其中：医药物流二期建设项目37,159,494.03元；连锁药店扩展项目2,680,780.74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截止2015年6月1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

专项核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610452号《关于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爱建证券发表了同意置换的明确意见。 募

集资金置换工作已于2015年7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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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无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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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生制药 股票代码 00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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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霏霏 王琳

电话 022-27641760 022-27641760

传真 022-27364239 022-27364239

电子信箱 lisheng@lishengpharma.com lisheng@lishengpharm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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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636,353.34 478,788,900.13 -3.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6,474,959.48 94,880,801.62 12.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5,599,499.18 94,945,990.07 1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638,690.84 -7,802,444.19 1,24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2 1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8 0.52 11.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0% 3.19%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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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6,321,345.21 3,247,806,533.57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59,771,137.06 2,909,863,225.10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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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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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金浩医药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36% 93,710,608

天津市西青经

济开发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1,301,535

天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保赢1号

其他 0.60% 1,100,000

蔡淑忍 境内自然人 0.58% 1,064,786

熊爱丽 境内自然人 0.53% 961,2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国泰国证

医药卫生行业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3% 960,753

王强 境内自然人 0.49% 901,047

曹传富 境内自然人 0.49% 900,000

杨丽卿 境内自然人 0.48% 883,636

张东 境内自然人 0.45% 822,9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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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力生制药积极打造“三足鼎立” 的新市场格局，在开拓营销渠道、推进项

目建设、提升创新能力和加强基础管理等方面深化调整，实施了一系列经营举措，强力推进

各项工作的开展，力争使公司尽快度过调整期，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口径实现营业总收入46363.64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16%；利润

总额12195.94万元，， 较上年同期上升10.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647.50万

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2.22%；总资产332632.13万元；净资产295982.96万元。

1、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推动营销模式创新。 营销部门树立“营销强则力生强”的必胜信

念，“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正在孕育成长中。 一是，在消化核心产品社会库存的同时扩大

产品纯销。 以寿比山PATS试验为学术根基，通过启动“降压药物疗效决定因素的中法合作

临床研究”（简称IDEAL研究）为寿比山在学术上注入新的内涵，努力恢复其学术推动，扩

大医疗市场。 二是，开展各类健康学术活动，扩大重点产品学术影响力。 在心内科、老年科、

皮肤科、妇科等领域拓展医疗市场的空间，提高临床产品的覆盖率和增长率。 三是，弘扬力

生品牌优势，加大与商业公司的合作，以产品品质推动普药销售。 以各地药品及低价药品招

标为新的契机，增量普药销售。四是，组建零售终端队伍。大力开展OTC宣传，多方位提升公

司品牌知名度并带动终端销售。五是，多渠道进行企业及产品宣传。在加大对电视、广播、报

刊杂志、楼宇宣传等传统媒体的广告投放力度的基础上，注重运用互联网、移动终端等新媒

体营销推广渠道，推广公司形象和产品，带动营销上量。

2、强力推进新厂建设，奠定企业发展基础。 公司抓住新厂建设契机，积极推进两化融

合，全面提升新厂建设水平，为未来加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公司继续严格工期管理，保证

工程质量，将生产、销售、搬迁各环节统筹考虑制定搬迁预案，年内完成新厂区的搬迁工作。

3、专注产品质量控制，科研开发项目稳步推进。 在质量控制方面，强化药品生产过程监

管，不断完善质量保证体系。 公司2015年再次通过了天津市药监局“放心药厂” 的检查评

定。 在新品研发方面，筹划公司大健康产业规划思路，着手男宝口服液的研究和VC口嚼片

的试制工作。 积极寻找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品种，与相关科研机构建立合作，筛选意向品

种，进行市场调研。上半年公司在研3.1类新药完成临床试验，已提交申报生产的注册申请并

被天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4、强化基础管理，合理调控内部挖潜。 一是，按照上市公司治理要求，充分发挥股东会、

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强化依法治企，规范运作，完善业务和管理流程，提升公司整体管理

水平。 二是，通过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强化内控制度的执行力，提升内部审计工作的深度

与广度，将内控管理真正落实到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 三是，利用现有场地最大限度组织好

生产，根据市场变化做好采购、生产和销售计划的合理调度，确保市场的需求。 四是，不断提

高全员安全意识，深入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加大安全巡查力度，发现问题立即整改，坚决

杜绝各类安全隐患。五是，积极推进公司信息化建设，GS版新ERP项目已开始实施。六是，深

化全面预算管理，控制预算外费用支出，提高企业整体运行效率。 七是，重新梳理公司管理

制度和部门岗位责任制，继续推进全员的绩效考核管理，以实现职工队伍的优化。 八是定期

能源分析，落实节能降耗措施。 坚持每月对能源使用情况进行分点位分析，加大能耗监控力

度，防止跑冒滴漏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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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郑洁

二0一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93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24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

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8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加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8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二、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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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报告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发表了意见。 具体公告详

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三、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生

化制药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93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25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

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5年8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 会议应参加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的监事3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的专项审查意见为：经审查，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天津力生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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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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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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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报告的议案》。

三、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生

化制药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93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28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1日通过天津纪检监察

网获悉，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建津涉嫌严重违

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张建津为公司外部董事，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作，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造成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93

证券简称：力生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26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生化制药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为全资子公司天津生

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化制药” ）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金额

为2000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一年。 上述担保经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80年9月19日

注册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环河南路269号

法定代表人：郑洁

注册资本：11,082.28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化学药品、化学药品制剂、原料药制造、中间体、诊断试剂、生化试

剂制造业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生化制药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52896.29万元， 负债总额37522.45万元， 净资产

15373.84万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16805.21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19.65万元，实现净利润

-43.81万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资产总额56224.92万元，负债总额40763.35万元，净资产

15461.57万元，2015年1-6月实现营业收入8501.67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03.21万元，实现净

利润87.73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生化制药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为满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为生化制药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

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

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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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圆支承 股票代码 00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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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畅生 姚妮娜

电话 0555-3506934 0555-3506900

传真 0555-3506930 0555-3506930

电子信箱 3506934@163.com dsh@masf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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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694,743.41 207,482,034.36 -4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768,146.87 3,862,134.59 -56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216,733.55 -395,980.87 -4,752.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647,762.50 92,502,252.48 -118.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9 0.015 -5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9 0.015 -5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0.47%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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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886,652.90 1,368,588,267.04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9,231,653.84 826,999,800.71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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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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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森力 境内自然人 16.28% 42,094,675 31,571,006 质押 11,000,000

云南惠泉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40% 8,800,000 0

上海宝杉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3% 7,057,500 0

余云霓 境内自然人 1.65% 4,266,019 4,266,019

姚一奇 境内自然人 1.06% 2,749,000 0 质押 2,749,000

姚建华 境内自然人 0.81% 2,102,900 0 质押 2,095,600

孙岳江 境内自然人 0.79% 2,035,377 2,035,377

姚梦媛 境内自然人 0.77% 1,996,500 0 质押 1,989,200

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76% 1,963,400 0 质押 1,963,400

沈晨黎 境内自然人 0.72% 1,858,900 0 质押 1,85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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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上海宝杉实业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增

持7,057,500股；林汉忠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1,843,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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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常态” 的下行压力，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受到前所

未有的冲击，经过四年的下滑调整，行业市场需求依然持续低迷下行，在当前阶段，公司主

业经营面临超预期的困难和挑战。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369.4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5.2%，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776.8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60.06%。尽管公司在非工程机械领域和出口业务方面较上

年同期增幅明显， 但工程机械行业需求大幅下降对公司业绩产生的不利影响超出了预期，

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下滑明显。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半年公司产品升级战略的实施初显成

效，未来公司主业经营将继续保持产品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稳步推进。

同时，公司董事会正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拟通过资本市场的外延发展，努力保

持公司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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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钱森力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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