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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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龙实业 股票代码 002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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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角龙 章慧琳

电话 0798-6735688 0798-6735688

传真 0798-6806666 0798-6806666

电子信箱 ljl2198@163.com ljl21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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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480,890,574.00 537,703,886.05 -10.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142,673.49 57,810,283.72 -6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470,518.26 57,700,355.27 -64.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4,084,854.62 51,591,078.44 -146.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64 -67.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64 -67.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11.30%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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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048,411.81 870,637,377.02 3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31,329,005.28 523,378,208.88 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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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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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55% 45,057,500 45,057,500

新世界精细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12% 21,742,500 21,742,500

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67% 9,200,000 9,200,000

乐平市龙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6.67% 8,000,000 8,000,000

新疆致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6,000,000 6,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达澳银

转型创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7% 808,540

赵立君 境内自然人 0.25% 300,000

朱淑杰 境内自然人 0.23% 270,000

杨治 境内自然人 0.16% 190,300

北京天地之合拆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5% 185,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五位股东为公司发行前股东，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江西电化高科有限责任公司

持有江西大龙实业有限公司93.875%的股权。 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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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受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不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公司所

处的氯碱行业下游需求仍然疲软，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局面仍未改变，化工经济运行情况

趋于严峻。 面对困难和挑战，公司经营层审时度势，积极防范各类风险，始终坚持以经济效

益为中心，以技术创新为手段，精心做好各项工作安排。 企业安全生产态势平稳，生产运行

稳定无事故。 公司通过严抓工艺、设备管理，科学均衡组织生产调度，确保各装置生产负荷

保持较高运行状态；同时从市场源头倒抓成本效益，努力降低原材料采购成本，加大节能降

耗以及营业性费用的控制力度，各主要产品单耗与去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公司

基本完成了本期的生产经营任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8,089.06万元，同比下降10.57%；实现净利润2,214.27

万元，同比下降61.7%。 主要原因为：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价格持续下滑，尤其是主导产

品AC发泡剂、氯化亚砜价格的连续下跌，致使公司销售收入大幅下降，利润同比下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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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宜云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748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

2015-027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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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8日以

传真或邮件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为9

人，实际参会董事为9人。会议由董事长刘宜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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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748

股票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

2015-028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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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8日以

传真或邮件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冯汉华主持，应参会监事为3人，实际参会监事为3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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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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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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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规情形。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748

证券简称：世龙实业 公告编号：

2015-030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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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要求，编制了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帐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321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5.38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461,400,00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57,207,00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404,193,000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2015]000113号《验资报告》。

截止2015年3月16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平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

人民币21,945.88万元；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7,

881.72万元；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人民币10,591.7万元。

（二）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截至2015年0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404,193,000.00

2015上半年募集资金使用

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 147,925,846.97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1,216,474.21

偿还银行贷款 105,917,000.00

偿还银行贷款（本专户利息收入） 83,000.00

购买理财产品 134,000,000.00

加：利息收入扣手续费净额 442,998.90

理财产品收益 99,419.18

募集资金2015年06月30日余额 15,593,096.90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资金使用风险，确保资金使用

安全，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

行专户存储，并于2015年3月16日分别与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上述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15年0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储余额 对应募投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乐平支行

1503229029000100792 15,122,283.15

年产5万吨AC发泡剂

及其配套设施技改项

目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分行

47206661701801005020

1

428,408.56

年产5万吨氯化亚砜

技改扩建工程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分行

791900090810315 42,405.19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合计 15,593,096.9

三、2015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6,140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505.93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5,5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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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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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5万吨AC发泡剂及其配

套设施技改项目

否 21,945.88 21,945.88 13,456.87 13,456.87 61.32%

2016年12月

31日

1,626 是 否

年产5万吨氯化亚砜技改扩建

工程项目

否 7,881.72 7,881.72 1,457.36 1,457.36 18.49% 133 是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10,601 10,591.7 10,591.7 10,591.7 100.00% --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0,428.6 40,419.3 25,505.93 25,505.93 -- -- 1,75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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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合计 -- 40,428.6 40,419.3 25,505.93 25,505.93 -- -- 1,759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年产5万吨AC发泡剂及其配套设施技改项目，因公司前期使用自有资金投入募投项目已使公司总产能达到6万吨，并已实现预期收入。

2、年产5万吨氯化亚砜技改扩建工程项目由于市场需求下降，前期投入的资金主要用于建设原料二氧化硫生产装置，报告期根据市场

原因暂缓建该技改扩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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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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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47,925,846.97元。 该资金已经在报告期内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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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13,400万元，专户存款余额1,559.31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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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度，公司已按深交所《关于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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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募集资金的使用

及存放的违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西世龙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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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跃岭股份 股票代码 00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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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岳嵩 伍海红

电话 0576-86402693 0576-86402693

传真 0576-86428985 0576-86428985

电子信箱 yl@yueling.com.cn yl@yueling.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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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107,946.38 406,223,486.47 -1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961,495.54 54,528,149.32 -39.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318,929.12 50,963,129.11 -36.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6,167,903.46 32,578,747.88 72.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6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36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7% 6.9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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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442,666.32 1,051,987,252.70 -6.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65,718,238.70 870,719,364.7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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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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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仙明

境内自然

人

12.96%

20,736,

000

20,736,000

钟小头

境内自然

人

10.00%

16,000,

000

16,000,000

林万青

境内自然

人

10.00%

16,000,

000

16,000,000

林信福

境内自然

人

10.00%

16,000,

000

16,000,000

林申茂

境内自然

人

10.00%

16,000,

000

16,000,000

林平

境内自然

人

5.00%

8,000,

000

8,000,000

林斌

境内自然

人

5.00%

8,000,

000

8,000,000

彭桂云

境内自然

人

2.25%

3,600,

000

3,600,000

北京中润

弘利创业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1%

1,610,

000

质押 700,000

艾照全

境内自然

人

0.49% 777,2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林仙明、林万青、林信福、林申茂、林平、林斌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其中林仙明、林平、林斌系父子关系，林仙明、林万青、林信福、林

申茂系兄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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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述

2015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形势总体向好，但复杂和分化仍是主要运行特征。 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基本稳

固，欧元区经济复苏态势良好，但希腊债务问题增添了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日本经济总体呈复苏态势，

前景仍有待继续观察，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有所放缓，金融市场波动增大。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总体保

持强势，欧元、日元延续贬值走势，大多数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元贬值，俄罗斯卢布自去年以来继续扩大贬

值幅度，巴西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贬值幅度超过 10� %。 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特别出口乏力。

2015年上半年全球汽车市场冷暖不均。 欧洲车市强力复苏，乘用车总销量达到 741.5�万辆，同比增

长 8.2� %；俄罗斯汽车市场一跌再跌，乘用车销量仅为 78.2�万辆，暴跌 36.4� %；日本乘用车市场上半年

销量达 140.4�万辆，同比下跌 9.7� %；巴西乘用车市场销量持续之前的下滑走势，销量实现 107.6� 万

辆，同比下跌 19.0� %；印度汽车销量的增长，乘用车累计销售 136.1�万辆，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5.2� %；而

增长率一度达两位数的中国车市遭遇“新常态” ， 增速放缓， 乘用车产销分别为 1,032.78�万辆和 1,

009.56�万辆，同比增长 6.38� %和 4.8� %，比上年同期回落 5.67�个百分点和 6.38�个百分点。

2015年上半年人民币继续保持强势，相对欧元、日元及其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明显，公司出口产品

市场比价优势持续削弱；俄罗斯经济及货币持续低迷，公司出口该国及相关地区的业务继续萎缩；前述原

因给公司上半年出口业务带来较大不利影响。 尽管公司竭力在其他国家及国内市场进行开拓，但效果显

现尚需时日。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510.79�万元，同比下降 17.51� %；净利润 3,296.15�万

元，同比下降 39.55� %。

2）主营业务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3,469.13�万元，同比减少 17.56� %，主要系俄罗斯、乌克兰市场

销售下降所致；主营业务成本 26,477.53�万元，同比减少 12.63� %；管理费用 2,995.49�万元，同比减少

14.70� %；财务费用 -732.49�万元，同比增加 252.5� %，主要系本期外汇收益及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研发投入 1,134.97� 万元，同比减少 12.50�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5,616.79� 万元，同比增加 72.41�

%，主要本期收回上期销售应收账款所致。

3）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2015年上半年，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公司管理层及时调整产能结构，整合生

产资源，确保原重力铸造的产能优势，带动募投项目的产能提升，提出了“重品质、抓开发、保稳定、谋发

展”的2015年公司经营策略。 虽然上半年公司的各项经营指标较去年同年有明显下降，与年初确定的各

项工作计划有很大差距，但公司的品质水准持续改善，公司新产品的研发能力持续加强，公司内部的管理

制度持续提升，这些软实力为公司下阶段的可持续发展积聚了新的动能，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①、继续推进募投项目“年产230万件铸旋汽车铝合金车轮项目” 建设，全面提升技术、管理、品质工

作。上半年，公司充实和调整了承担该项目的主要领导班子成员，完成了ISO/TS16949体系认证和全体中

层以上干部的内审制度培训，成立了公司OEM内部质量体系建设工作小组。 通过前期的试生产和新员工

岗位技能培训，产能、效率、品质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公司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市场开拓，加快产能提升

和新产品的推广，逐步提高旋压、低压铸造产品比重。

②、推进建设“年产180万件中高档铝车轮搬迁技改项目”工作。 该项目是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建设的

首发上市承诺建设项目。 今年上半年厂房的基础建设已完成，目前正在进行钢结构厂房施工工作。

③、开展了“质量、技术、管理” 为三大主题的企业标准化建设活动和以提升品质为突破口的品质建

设年活动。 今年上半年，公司分别建立了“技术工艺标准化建设小组” 、“生产和品质标准化建设小组” 、

“管理制度标准化建设小组”等三个企业标准化建设活动工作组，明确了阶段性工作时间和工作内容。各

职能小组围绕各自的工作计划，已基本完成了对制度、规定、操作流程、作业指导书等资料的收集、整理、

补充和完善工作，个别薄弱环节正抓紧实施中。同时，公司用铁的纪律和铁的手段，多管齐下，整治现场品

质管理，加大对品质违规的处罚力度，品质状况已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品质统计数据已得到了真实的反

映和认可，客诉率从年初的0.8‰下降到6月份的0.5‰，提前实施了公司既定的0.6‰的目标。 品质的持续

改善，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④、继续加大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创新力度，满足市场需求。 今年上半年，公司相继批准并组织

开展了“低压铸造铝轮毂双边浇铸工艺开发” 等9个项技术项目的研发工作；自主开发重力铸造、旋压铸

造和低压铸造等各款式新产品达290款，每月新开发款式近50种，全面提升了公司科技创新能力；成功推

出了二片式焊接技术轮、拉丝轮等系列新产品，使公司的技术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⑤、销售工作的拓展与创新。根据年初计划，今年上半着重加强对经济形势较好的美、加、日等市场的

开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在国内外主机厂的配套市场方面，业务部门四处出击，与国内外多家厂商进行

推广与谈判，取得了部份厂商的认可。 根据国内汽车售后市场的发展状况，公司还组织专门团队，进行前

期市场调研、策划及其他相关工作，力争销售模式创新，实现公司销售持续增加。

⑥、全面实施新的绩效考核办法，形成奖优罚劣的工作氛围。 今年上半年，公司从调动广大干部和员

工的工作积极性出发，分别制定和实施了月度、年度各部门绩效考核办法，在各厂区设立“月度绩效考核

结果公示表”和“班组月度考核排名榜” ，考核办法突出量化指标，以数据说话，无论从考核项目和考核指

标、考核权重的设定，还是考核流程的实施，与往年相比，更科学、规范和严谨，考核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了

现场单位重抓品质、成本、产能、效率、安全等中心工作，与本部门的岗位职能紧密结合。

⑦、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适应公司发展的干部队伍。 今年上半年，公司出台了《关于加

强干部人事考核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了从2015年开始，公司对所有领班级及以上干部、储备干部纳入

公司考核管理，建立专门的人事管理档案，围绕“工作业绩、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 三个方面，对现职干部

进行考核。对部分不称职干部进行降级或免职处理，对部分管理不善或自身违规的给予行政和经济处罚，

营造了“能上能下、充满活力、争创一流”的干部管理氛围。 同时，及时修订了现场员工日常考核办法，使

之成为现场干部更有效、更直接的管理手段。

⑧、推进财务管理工作上台阶，做好投、融资决策和管理。公司上半年持续推进了预算管理、成本管理

等工作；继续严格进行上市募集资金的专项管理和使用；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动情况，稳健地做好远期结售

汇工作；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规划，进行投资决策的前期基础性工作，为公司董事会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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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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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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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10点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和议案于201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应参加本次

会议表决的董事为8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8人，其中陈良照先生以电话、传真的形式参会和

表决。公司监事及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董事长林仙明先生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5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于与本决议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告。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于与本决议同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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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于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

与本决议同日公告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扈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扈斌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

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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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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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

件和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15年8月26日9: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监事为3人，

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监事为3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万坤监事会主

席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5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于与本决议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

告。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详见于与本决议同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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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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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于与本决议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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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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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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38号文” 核准，由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采用网下向询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为15.36元，应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8,400万元，扣除尚未支付的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2,800万元后，主承销商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划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泽国支行开立的账户

(账号为：33001667150059999999)人民币35,600万元，另扣减券商承销佣金及保荐费、审计费、律师费、

评估费和网上发行手续费等发行费用1,067.55万元后，本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34,532.45万元。 上述募集

资金业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14年1月23日出具了中汇会验[2014]0033号

《验资报告》。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单位：人民币元

承诺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止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年产230万件铸旋汽

车铝合金车轮项目

367,960,000.00 32,469,620.10 258,259,618.3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33,764,000.00 41,500.00 11,135,875.22

合计 401,724,000.00 32,511,120.10 269,395,493.55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本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本公司以自筹资金157,546,100.00元

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其中年产230万件铸旋汽车铝合金车轮项目投入自筹资金148,252,

300.00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入自筹资金9,293,800.00元。 2014�年2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置换资金总额为157,

546,100.00元，并于2014年2月27日和2014年2月28日分别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划出。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79,931,323.13元。 （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为 75,

929,006.45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净额2,502,042.71元，银行理财产品收益1,500,273.97

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已经本公司2011年5月19日第一届董事会第

八次会议和2011年6月4日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2014年10月28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修订完善。 根据《管理办法》规定，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

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的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募集资金到账后，2014年2月20日，本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募

集资金批准开设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市泽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

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共四个专项账户，其中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市泽国支行活期存款账户为：3300166750059999999，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活期存款账户为：1992510104777888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

支行定期存款账户为：19925101047778889-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活期存款账户为：

1207041129002778818，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定期存款账户为120704111420001923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活期存款账户为：57690010601070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温岭支行定期存款账户为57690010608000462。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账户名

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元）

截止日余额

（元）

存放方

式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台州

温岭市泽国支行

浙江跃

岭股份

有限公

司

33001667500599999

99

216,324,500.00 92,386.45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岭

市支行

19925101047778889 50,000,000.00 949,550.22 活期

19925101047778889

-2

- 10,385,000.00 定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温岭

支行

12070411290027788

18

50,000,000.00 579,487.76 活期

12070411142000201

05

- 30,000,000.00 定期

12070411142000192

39

- 20,000,000.00 定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温岭

支行

576900106010708 29,000,000.00 924,898.70 活期

57690010608000462 - 17,000,000.00 定期

合 计 345,324,500.00 79,931,323.13 -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2014年2月23日，本公司与保荐机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

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温岭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

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5年1-6月《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该项目拟新建研发大楼1栋，含新产品开发中心、材料和工艺研究开发中心、理化

分析室、产品试验检测中心和新产品试制车间。未来研发中心投入使用后，其承担的研发项目所发生的成

本费用支出在财务核算中主要以研发费形式列支，无法对应单独核算其产生的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未按规定使用以及相关信息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1-6月

编制单位：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4,532.45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51.1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6,939.55

承诺投资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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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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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投项目：

年产230万件铸

旋汽车铝合金

车轮项目

否

36,

796.0

0

36,

796.0

0

3,

246.9

6

25,

825.96

70.19 [注]

-53

0.32

否 否

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否

3,

376.4

0

3,

376.4

0

4.15 1,113.59 32.98 无 否 否

募投项目小计

40,

172.4

0

40,

172.4

0

3,

251.1

1

26,

939.55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

用

超募资金投向

小计

不适

用

合计

40,

172.4

0

40,

172.4

0

3,

251.1

1

26,

939.5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1.“年产230万件铸旋汽车铝合金车轮项目” 厂房、 宿舍

楼、服务楼已于2014年12月竣工验收，一期工程已具试生

产条件，报告期亏损530.32万元。 未达预计效益的原因主

要是①项目产品产量及销量还处于逐步增加阶段， 尚未

形成规模效益，折旧摊销等固定费用较高；②早期新产品

的研发、设计及工艺方面投入较大。

2.未来研发中心投入使用后，其承担的研发项目所发

生的成本费用支出在财务核算中主要以研发费形式列

支，无法对应单独核算其产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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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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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本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

之前，本公司以自筹资金15,754.61万元预先投入本次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其中年产230万件铸旋汽车铝合金车轮

项目投入自筹资金14,825.23万元，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投

入自筹资金929.38万元。 2014�年2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先

期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置换资金总额为15,

754.61万元， 并于2014年2月27日和2014年2月28日分别

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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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为79,

931,323.13�元。（其中募集资金余额为 75,929,006.45�

元，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手续费支出净额2,502,042.71�

元，银行理财产品收益1,500,273.97元）上述资金全部存

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注]� :年产230万件铸旋汽车铝合金车轮项目一期项目工程已于2014年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二期项目工程公司计划于2015年投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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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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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10日发布了《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

告》，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发起人股东，计划自2015年7月10日起

的未来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择机从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票，合计

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本总数的1%，增持所需资金由各自自筹。

公司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仙明先生的通知，林仙明先生于2015年8月26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股份合计25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6%。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情况

姓名 增持日期

增持数量

（股）

增持均价

（元/股）

增持金额

（元）

增持比例

（%）

林仙明 2015年8月26日 251,200 15.89 3,991,878.44 0.16

本次增持前，林仙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73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96%，本次增持后，林

仙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987,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12%。

二、增持目的

鉴于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公司市值大幅缩水，投资者信心接连受挫，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同，从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出发，做出增持决定，以实际行动参与维

护资本市场稳定。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等规定。

2、林仙明先生承诺本次增持的股份在六个月内不进行减持，不排除未来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继续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可能性。

3、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4、公司将继续关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后续增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跃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江 西 世 龙 实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 江 跃 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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