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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110

证券简称：三钢闽光 公告编号：

2015-059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2015-042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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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龙管业 股票代码 002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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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跃 范仁平

电话 0951-5070380 0951-5673796

传真 0951-5673796 0951-5673796

电子信箱 myplace528@126.com frpy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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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402,940.35 363,998,825.87 -1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177,578.75 38,361,111.15 -5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4,161,944.09 37,618,053.43 -62.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4,242,378.03 -145,812,586.67 164.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120 -5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120 -5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1% 2.25%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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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414,576.09 2,245,710,398.53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44,921,698.88 1,735,443,960.13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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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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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青龙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33% 68,106,454 35,000,000 质押 47,800,000

陈家兴 境内自然人 10.08% 33,774,705 25,331,029

梁晓华 境内自然人 1.91% 6,398,000 0

路立新 境内自然人 1.06% 3,565,209 3,414,907

杜学智 境内自然人 0.77% 2,570,851 2,003,138

宋泽辉 境内自然人 0.75% 2,500,000 0

方吉良 境内自然人 0.71% 2,386,281 1,800,436

刘易晏 境内自然人 0.64% 2,146,600 0

栾新祥 境内自然人 0.61% 2,056,226 1,622,419

唐欣 境内自然人 0.61% 2,045,615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2、陈家兴是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路

立新、杜学智、方吉良、栾新祥是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

3、陈家兴、路立新、杜学智、方吉良、栾新祥之间无关联关系；本公司未知上述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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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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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控股股东名称 宁夏青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日期 2015年01月12日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指定网站披露日期 2015年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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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继续坚持既定的经营战略，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各项经营管理目标，深入开展制度创新和建设工作，全面完善营销机

制，努力开拓市场，加大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研发力度，充分发挥公司优势，积极应对行业投资不足所造成的订单下滑、生产任务不

足等的不利影响，全力化解生产经营任务不均衡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基本保持了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和各项管理工作的顺

利开展。

本报告期，新签订单合同金额4.59亿元，发货金额4.13亿元，结转至后续报告期执行的合同金额4.12亿元。

本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1,440.29万元，同比下降13.6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17.76万元，同比下降57.83%。

报告期，由于有关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继续存在不同程度的延误和变更，导致山西青龙项目、银川经济开发区红墩子工业园区项目

等建设进度未达计划。 此外，因有关地方政府水利投资工程项目继续暂缓实施，公司也继续相应调缓了敦煌青龙项目的建设进度。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96.34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已累计投入募投项目建设资金43,872.65万元。

下半年公司的主要任务是：

1、加紧落实、完善经营责任制和激励机制，进一步调动员工积极性，为完成年初制定的各项经营目标奠定基础；

2、关注和掌握市场热点，积极跟踪市场信息，千方百计挖掘市场潜力，力争取得更多的订单，努力保持生产经营活动的平稳进行；

3、继续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生产组织管理工作，根据所签供货合同的安排，组织好生产、发货和售后服务工作；

4、及时了解、掌握国家相关政策的动向，继续推进相关拟投资重大项目的实施进度；

5、继续开展以财务核算和信息披露为核心内容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建设活动。

目前，公司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困难是：

1、公司所在行业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政策及行业规划的落实和具体项目的实施进度的影响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给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的有序组织造成困难，也给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2、因公司所处行业一般需预先垫付大量的流动资金用于所签供货合同的顺利执行，故应收账款和存货余额较大，虽然公司已采取了

相应措施以图降低应收账款和存货余额，但公司经营现金流仍显不足，特别是大量的应收账款也会侵蚀公司的净收益。

对此，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是：

1、面向更广阔的市场领域和区域，积极开发新产品、新用户，消除传统市场的波动；

2、完善市场营销模式，克服传统营销模式的不足；

3、适时适度实施产品多元化和业务多元化策略，以保证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4、进一步加强销售计划和销售合同的管理工作，加大货款回收力度，加快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提高资产经营效率和收益率。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仍然为各类供水、排水管道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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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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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4日以专人送达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通讯记名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其中现场实到董事4人，董事陈家兴先生、路立新先生、汪平先生、独立

董事黄俊立先生、苑德军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参会。

4、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家兴先生召集、公司副董事长杜学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通讯记名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于2015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宁夏青龙管

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5-051）于2015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二、《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1-6月存放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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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审议通过。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1—6月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于2015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三、《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宁夏青龙管业销售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为了进一步整合销售资源、提高销售工作效率、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更好地服务于用户，2010年11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设立销售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3000万元投资设立销售公司。

2011年11月23日宁夏青龙管业销售有限公司成立后，因受企业投标资质及市场认可度等因素的限制影响，经营业绩一直无法达到预

期效果，为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水平，现决定予以注销。

注销宁夏青龙管业销售有限公司将使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相应发生变化， 但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注销宁夏青龙管业销售有限公司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宁夏青龙管业销售有限公司

注销后，其债权债务及人员由公司承继；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青龙销售公司的清算、注销登记手续以及相关资产和人员

的处置、安排等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3）。

根据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为保质保量完成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科研生产基础设施改造三期工程新建厂外输水管线管材供货及安装施工项目” ，2010年11月

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部分超募资金2000万元在

甘肃嘉峪关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甘肃嘉峪关青龙管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登记部门核准的为准）” 。

目前，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科研生产基础设施改造三期工程新建厂外输水管线管材供货及安装施工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 根据市

场调查，该区域短期内无管道供货业务。 为整合产能资源、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水平，现决定予

以注销。

注销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将使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相应发生变化， 但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的

影响；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注销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其债权债务及人员由公司承继；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的情形；

因涉及超募资金的使用，对该议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核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银川分所于2015年8月6日出具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投入及经济效益情况审核报

告》，认为，“上述有关甘肃矿区青龙项目募集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以及项目经济效益情况，公允的反映了甘肃矿区青龙项目募集资金投

入及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核查

意见》，认为“甘肃矿区青龙项目已基本实现预计的经济效益；本次注销甘肃矿区青龙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其

他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本次注销甘肃矿区青龙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及公司

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事项无异议。 ”

除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核报告，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外，需监事会对该事项发表意见。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甘肃矿区青龙的清算、注销登记手续以及相关资产和人员的处置、安排等相关事宜；

根据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的《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3）。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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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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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管业")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在宁夏银川市兴庆区兴春路235号???宁夏新科青龙管道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记名

投票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

4.�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方吉良先生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下列议案并就相关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

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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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1-6月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3、《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监事会认为：本次注销甘肃矿区青龙有利于公司整合产能资源、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水

平；本次注销甘肃矿区青龙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5-053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8月25日，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宁夏青龙管业销售有限公司的议案》和《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

议案》，为整合产能资源、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水平，现决定注销全资子公司宁夏青龙管业销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龙销售公司” ）和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矿区青龙” ）。 具体情况如下：

一、子公司基本情况

1、青龙销售公司：

（1）设立登记时间：2011�年 11�月 23�日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641100200037468

（3）注册地址：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6号办公楼

（4）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董晓兵

（6）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私营法人独资）

（7）经营范围：混凝土制品、水泥构件、橡胶制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材料（不含制毒及危险化学品）的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法律法规规定须经审批的，凭审批批准文件经营）

（8）财务情况：截止2015年6月30日，青龙销售公司总资产为3,002.23万元，负债为0.01万元，净资产为3,002.22万元；2015年度1—6

月，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0.07万元。

2、甘肃矿区青龙：

（1）设立登记时间：2011年1月4日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号：623100200000231

（3）注册地址：甘肃矿区北山七区

（4）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方吉良

（6）公司类型：法人独资有限责任

（7）经营范围：各类水泥管道、管件的生产、销售和安装服务。

（8）财务和投资收益情况：详细内容见《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银川分所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投入及经济效

益情况审核报告》。

二、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原因说明

1、注销青龙销售公司的原因说明：

青龙销售公司设立于2011年11月，审议情况详见2010年11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宁夏青龙管业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0—028）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销售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0—029）。

设立该全资子公司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整合销售资源、提高销售工作效率、加强市场开拓力度、更好地服务于用户。 但该全资子公司

成立后，因受企业投标资质及市场认可度等因素的限制影响，经营业绩一直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为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效

益水平，现决定予以注销。

2、注销甘肃矿区青龙的原因说明：

甘肃矿区青龙属项目公司，设立于2011年1月，审议情况详见公司2010年11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0—028）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超募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0—030）。

目前，中核四0四有限公司“科研生产基础设施改造三期工程新建厂外输水管线管材供货及安装施工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

根据市场调查，该区域短期内无管道供货业务。 为整合产能资源、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水

平，现决定予以注销。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5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宁夏

青龙管业销售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青龙销售公司。

2、2015年8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

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甘肃矿区青龙。

因涉及超募资金的使用，对该议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审核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进行了审议、保荐机构出具

了核查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银川分所于2015年8月6日出具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投入及经济效益情况审核报

告》，认为：上述有关甘肃矿区青龙项目募集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以及项目经济效益情况，公允的反映了甘肃矿区青龙项目募集资金投入

及项目经济效益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对《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关于注销全资子

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议案》，认为：注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有利于公司

整合产能资源、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水平；本次注销甘肃矿区青龙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核查

意见》，认为：甘肃矿区青龙项目已基本实现预计的经济效益；本次注销甘肃矿区青龙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其

他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本次注销甘肃矿区青龙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东及公司

利益。 保荐机构对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事项无异议。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银川分所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项目投入及经济效益情况审核报告》、《宁夏青龙管业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注销全资子公司—甘肃矿区青龙管业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于2015

年8月27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3、根据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注销上述子公司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注销全资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1、注销上述两个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整合产能资源、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经营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水平；

2、注销上述两个全资子公司将使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相应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3、注销上述两个全资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五、其他

1、注销上述两个全资子公司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上述两个全资子公司注销后，其债权债务及人员由公司承继；

3、注销甘肃矿区青龙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4、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办理上述两个全资子公司的清算、注销登记手续以及相关资产和人员的处置、安排等相关事宜；

5、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

六、备查文件

1、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5-054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销登记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5年4月28日，为充分整合产能资源、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水平，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决定注销全资子公司银川高新区青龙管道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高新区青龙” ）。 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和《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32）。

2015年8月24日，银川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了《注销证明》，高新区青龙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注销该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

注销该全资子公司将使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相应发生变化，但不会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合并报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注销该全资子公司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注销该全资子公司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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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钢闽光 股票代码 002110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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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燕洪 苏青

电话 0598-8205070 0598-8205079

传真 0598-8205013 0598-8205013

电子信箱 xyh122425@163.com sgsuq0609@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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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0,490,

358.69

9,160,354,

759.27

9,160,354,

759.27

-28.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69,144,792.78 -43,128,437.37 -43,244,690.32 -52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74,473,448.30 -43,822,239.64 -43,938,492.59 -524.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3,259,690.51

1,287,544,

123.82

1,287,544,

123.82

-57.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3 -0.081 -0.081 -520.9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3 -0.081 -0.081 -520.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95% -1.56% -1.68%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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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1,792,

977.10

8,036,859,

523.18

8,036,859,

523.18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18,047,

920.63

2,593,152,

146.21

2,593,152,

146.21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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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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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68.89% 368,350,002 0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4% 14,660,264 0

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0% 6,436,350 0

沈沧琼 境内自然人 0.95% 5,064,826 0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淡水泉成长基金1期 其他 0.74% 3,938,300 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淡水泉 其他 0.67% 3,560,476 0

中国建设银行－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3,499,892 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泉精选1期 其他 0.62% 3,293,700 0

中国银行－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4% 2,870,37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0.52% 2,806,1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前10名股东中的其余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之间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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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未知其余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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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57,049.0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58,986.44万元，同比降低28.27%；实现营

业利润-31,868.5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6,709.30万元，同比下降517.70%；实现利润总额-31,241.60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26,164.02万元，同比下降515.2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6,914.48万元，比上年

同期减少22,590.01万元，同比下降522.38%。

2015年下半年，公司将继续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千方百计抓好销售工作。 当前做好营销工作是重中

之重，要采取有效举措加强产品销售，确保全年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上。 保持“闽光” 品牌建材在福建区域市

场的领导地位不动摇且不断提高市场占有率。 挖掘福建圆棒、制品材、板材的市场需求；努力向服务型钢铁制

造商转型。（二）抓全流程降成本不放松。各工序要通过对标找差距，以问题为导向进行攻关。重点要抓好非生

产工序降成本工作。（三）突出创新增强企业竞争能力，抓好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创新、管理创新。（四）积极推

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相关工作，促使公司早日实现整体

上市。

二、主营业务分析

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2015年上半年主营业务收入602,458.49万元，较上年同期

减少254,928.01万元， 降低29.73%； 主营业务成本609,584.83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230,378.18万元， 降低

27.43%；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15.2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522.38%。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6,570,490,358.69 9,160,354,759.27 -28.27%

营业成本 6,602,590,687.24 8,953,668,739.91 -26.26%

销售费用 24,224,147.33 24,067,147.50 0.65%

管理费用 70,919,529.95 74,274,090.69 -4.52%

财务费用 106,853,161.45 130,864,221.12 -18.35%

所得税费用 -43,271,170.75 -7,531,100.82 -474.57% 主要系报告期亏损较多所致

研发投入 209,848,143.44 238,156,341.57 -11.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259,690.51 1,287,544,123.82 -57.81%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89,874.84 -50,739,406.27 -37.35%

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1,049,400.08 -864,723,469.54 54.78%

主要系报告期内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2,520,415.59 372,081,248.01 -77.82%

公司2015年上半年生产焦炭42.36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0.01%；入炉烧结矿365.53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

3.62%；生铁276.08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0.02%；钢坯307.20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0.72%；生产钢材299.04万吨

(其中委托本公司控股股东三钢集团加工生产中板64.83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2.93%；销售钢材280.96万吨(其

中销售中板63.27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6.63%；销售钢坯0.03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99.80%。 2015年上半年，公

司钢材平均销售价格下降，钢材平均毛利率较上年同期下降3.21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65.71亿元，较上年同

期下降28.27%；利润总额-3.1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15.2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2.69亿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522.38%。

三、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冶金制造业 6,024,584,899.22 6,095,848,331.41 -1.18% -29.73% -27.43% -3.21%

分产品

1.板材 1,426,100,446.50 1,500,715,805.46 -5.23% -23.06% -19.08% -5.18%

2.螺纹钢 2,818,715,143.87 2,784,238,713.45 1.22% -29.32% -28.14% -1.62%

3.光面圆钢 194,119,165.18 219,507,900.88 -13.08% 691.25% 562.10% 22.06%

4.光圆钢筋 2,349,809.43 2,457,370.97 -4.58% -20.58% -31.51% 16.69%

5.制品盘圆 845,095,777.61 843,887,510.99 0.14% -28.08% -26.61% -2.01%

6.建筑盘圆 289,018,146.44 296,681,128.79 -2.65% -34.18% -31.95% -3.36%

7.建筑盘螺 417,397,725.63 417,224,578.44 0.04% -38.36% -35.42% -4.55%

8.外购钢材 31,249,727.63 30,550,508.27 2.24% 78.39% 77.14% 0.69%

9.钢坯 538,956.93 584,814.16 -8.51% -99.86% -99.85% -11.45%

分地区

福建省 4,269,593,510.71 4,283,259,712.61 -0.32% -31.14% -29.33% -2.56%

其他省份 1,754,991,388.51 1,812,588,618.80 -3.28% -26.07% -22.49%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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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黎立璋

2015年8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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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食品 股票代码 00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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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晓东 徐晓

电话 0371-63987832 0371-63987832

传真 0371-63988183 0371-63988183

电子信箱 Zhengxiaodong@sanquan.com Xuxiao@sanqu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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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7,538,

551.15

2,219,265,

962.13

2,219,265,

962.13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578,883.40 66,487,818.95 66,487,818.95 -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3,244,651.76 63,000,545.68 63,000,545.68 -15.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2,988,539.51 -62,549,083.26 -62,549,083.26 -304.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7 0.0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7 0.0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7% 3.65% 3.65%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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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7,396,

091.63

3,537,780,

437.84

3,537,780,

437.84

-1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06,454,

945.56

1,855,945,

555.48

1,855,945,

555.48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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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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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泽民 境内自然人 10.25% 82,435,200 73,826,400

陈南 境内自然人 9.91% 79,706,590 59,340,000

陈希 境内自然人 9.84% 79,120,000 59,340,000

EAST�JOY�ASIA�

LIMITED

境外法人 8.95% 72,000,000 0

CHAMP�DAY�

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8.95% 72,000,000 0

SUPER�SMART�

HOLDINGS�LIMITED

境外法人 8.95% 72,000,000 0

贾岭达 境内自然人 8.55% 68,800,000 51,600,000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01% 8,143,614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

合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4% 6,792,95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精选灵活配

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3% 5,873,87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陈泽民、陈南、陈希、贾岭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EAST�

JOY�ASIA�LIMITED的股东为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和

CHAMP�DAY�INVESTMENT�LIMITED，CHAMP�DAY�INVESTMENT�

LIMITED的股东为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和EAST�JOY�

ASIA�LIMITED，SUPER�SMART�HOLDINGS�LIMITED的股东为贾岭达、陈

南、张玲、陈希、李冬雨；陈泽民先生和贾岭达女士为夫妻关系，陈南先生、陈希

先生为陈泽民先生之子，陈南先生和张玲女士为夫妻关系，陈希先生和李冬雨

女士为夫妻关系；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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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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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从事速冻汤圆、速冻水饺、速冻粽子、速冻面点等速冻米面食品和常温方便食品的生产和销售。

目前公司主导产品是速冻汤圆、速冻水饺、速冻粽子以及速冻面点等。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297,538,551.15元，同比增长3.53%；营业成本1,500,082,093.25元，同

比增长4.39%；销售费用633,848,990.18元，同比增长2.92%；管理费用77,610,980.90元，同比增长9.83%；财

务费用1,113,385.29元，同比减少21.30%；所得税费用7,534,552.81元，同比减少44.51%，主要是应交所得税

减少所致；研发投入36,785,889.74元，同比增长9.0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52,988,539.51元，

同比减少304.46%，主要因应收账款及存货占用资金同比增加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19,

340,117.75元，同比增加42.03%，主要因报告期内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投资增加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109,816,577.80元，同比增加563.78%，主要因取得短期银行借款所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260,982,774.08元，同比增加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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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为满足公司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需要，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在北京共同投资三

全鲜食（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及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尚未出资，但上

述子公司已于2015年6月26日取得营业执照，本期已纳入合并范围。

②2015年1月，本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全润鲜食有限公司，从成立之日起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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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2015-040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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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5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上午9:00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到会董事9人。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由董事长陈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登于2015年8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同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

2、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2015年8月27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3、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为向消费者更好展示冷冻冷藏食品及其他各类产品，更好的推广、稳固、宣传公司产品与品牌，提升公司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公司创造更大效益，同时延伸公司在电商领域类布局的完整性，公司拟设立全资子

公司冰器库（北京）商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850万人民币。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投

资设立子公司的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时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4、以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议

案》

随着公司日益发展，物流在全产业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进一步整合公司内部物流资源，并实行专业

化管理，有效、合理控制物流成本，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冻到

家（北京）物流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850万人民币，其中，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出资765万元，占比

90%；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出资85万元，占比10%。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投资设立子公司的

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同时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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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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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5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2、本次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下午2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全体监事会均亲自出席会议。 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

4、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玉女士主持。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审核意见如下：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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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登于2015年8月27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同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

2、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的议案》。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2015年8月27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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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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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食品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全食品”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议案》与《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议案》,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冰器库（北京）商务有限公司(暂定名)，公司与全资子公司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全惠食品” ）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冻到家（北京）物流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业务拓展和战略发展要求，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设立以下全资子公司：（1）公司设立全资子公

司冰器库（北京）商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850万元，公司全部以自有资金货币出资；（2）公司与全惠

食品共同投资设立冻到家（北京）物流有限公司（暂定名），注册资本850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765万

元,持股比例为90%;全惠食品以货币出资85万元,持股比例为10%。

2、对外投资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

司议案》与《关于公司与全资子公司共同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

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南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与公司的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速冻食品、糕点的生产与销售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投资标的一：

公司名称：冰器库（北京）商务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为准)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陈希

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注册资本：850万元人民币

公司股东及出资比例：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850万元，出资比例：100%。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速冻食品；方便快餐食品；预包装食品；百货零售；互联网零售。

以上信息最终均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为准。

2、投资标的二：

公司名称：冻到家（北京）物流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为准)

公司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陈希

出资方式：货币出资

注册资本：850万元人民币

公司股东及出资比例：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出资额：765万元，出资比例：90%；

河南全惠食品有限公司 出资额：85万元，出资比例：10%。

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其他道路运输辅助活动；其他仓储业；互联网信息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

物流方案设计；货运信息中介；货运代理；货物专用运输（冷冻、冷藏保鲜）；货物配送手续、打包、搬运、装卸、

理货、配货服务。

以上信息最终均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为准。

四、投资协议

（一）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与河南全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以上各方共同投资人（以下简称“共同投资人” ）经友好协商，共同设立有限公司冻到家（北京）物流有限公

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为准，以下简称“有限公司” )，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二）共同投资人的投资额和投资方式

共同出资人的出资总额（以下简称“出资总额” ）为人民币850万元人民币，均以现金方式出资。 其中，各

方出资分别为：甲方出资765万元，占出资总额的90％；乙方出资85万元，占出资总额的10％；

（三）利润分享和亏损分担

1、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额占出资总额的比例分享共同投资的利润，分担共同投资的亏损。

2、共同投资人各自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共同投资承担责任，共同投资人以其出资总额为限对有限公司承担

责任。

3、 共同投资人的出资形成的股份及其孳生物为共同投资人的共有财产， 由共同投资人按其出资比例共

有。

4、共同投资于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后，各共同投资人有权按其出资比例取得财产。

（四）事务执行

共同投资人委托甲方代表全体共同投资人执行共同投资的日常事务。

（五）投资的转让

1、共同投资人向共同投资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时，须经全部共同投资人

同意；

2、共同投资人之间转让在共同投资中的全部或部分投资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共同出资人；

3、共同投资人依法转让其出资额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共同投资人有优先受让的权利。

（六）其他权利和义务

1、甲方及其他共同投资人不得私自转让或者处分共同投资的股份；

2、有限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按各共同投资人的出资比例分担。

（七）违约责任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双方本着合理合法、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依法

向法院提起诉讼。

（八）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共同投资人协商一致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2、本协议经全体共同投资人签字盖章后即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共同投资人各执一份。

五、设立控股子公司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设立子公司的目的

（1）公司设立冰器库（北京）商务有限公司(暂定名)的目的：该公司主要的业务模式为速冻食品线下平

台的体验和销售，速冻食品线上平台的展示。该公司向消费者展示了冷冻冷藏食品及其他各类产品，有助于推

广、稳固、宣传公司产品与品牌，提升公司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公司创造更大效益；该公司分线上与线

下，线上是三全食品的电商平台，线下是主要的实体店，公司线上电商平台与线下体验店有效结合，进一步贴

近消费者，能够让消费者方便快捷享受美食，同时，也延伸了公司在电商领域类布局的完整性。

（2）公司设立冻到家（北京）物流有限公司（暂定名）的目的：随着公司的日益发展，物流在全产业链中

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为保证公司各生产、流通环节的高效，节约公司运营成本，保障食品安全，该子公司的成

立，将带动公司全产业链的快速扩张和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整合公司内部物流资源，并实行专业化管理，有效、

合理控制物流成本，保障食品安全。

上述子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公司持续长远发展，增强公司自身盈利能力,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设立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两个子公司设立的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投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3、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设立以上两个全资子公司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慎重决策，成立之后可能存在以下风

险:

(1)经营管理风险：子公司成立后，可能面临经营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挑战，存在一定的运营风险。

(2)宏观环境和行业政策具有的不确定因素，仍有可能使该项目在实施后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

上述风险因素将使本次投资活动的实施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与全惠食品签署的《投资协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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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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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公告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中，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导致

该报告“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六、对2015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有误，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六、对2015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9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00% 至 20.00%

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6,382.33 至 8,509.78

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0,914,826.0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消费需求改善具有不确定性。

2、"三全鲜食"项目进展顺利，前期产品研发、团队建设、生产布局

和市场开发投入较大； 2015年公司继续加大在上海地区的推广力度，

同时积极开拓北京市场，已取得良好效果；该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将对

公司利润产生短期影响。

更正后：六、对2015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9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10.00% 至 20.00%

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6,382.33 至 8,509.78

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7,091.4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消费需求改善具有不确定性。

2、"三全鲜食"项目进展顺利，前期产品研发、团队建设、生产布局

和市场开发投入较大； 2015年公司继续加大在上海地区的推广力度，

同时积极开拓北京市场，已取得良好效果；该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将对公

司利润产生短期影响。

更正后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对于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