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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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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刊载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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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华鲁恒升 60042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高文军

电话 0534-2465426

传真 0534-2465017

电子信箱 hlhs2465031@126.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2,826,488,480.67 13,049,964,473.89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97,230,636.60 6,612,796,921.81 5.81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9,397,701.41 830,378,660.04 55.28

营业收入 4,673,398,117.84 4,702,324,857.26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6,063,609.80 411,795,266.73 27.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22,259,532.69 412,827,658.24 26.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65 6.79 增加0.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2 0.432 27.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2 0.432 27.7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70,92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39 308,902,832 无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未知 2.86 27,261,618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71 6,747,437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未知 0.54 5,170,884 未知

葛中伟 境内自然人 0.37 3,520,143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

投·维才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0.35 3,363,503 未知

殷建东 境内自然人 0.34 3,235,880 未知

罗燕 境内自然人 0.32 3,073,967 未知

罗育文 境内自然人 0.31 3,000,00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未知 0.29 2,799,89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东华鲁恒升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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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本公司无法确定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化工产品市场持续低迷、竞争日趋激烈的局面，公司上下紧紧围绕年

初确定的清洁生产、运营增效、转型升级三大任务，坚持固本强基，强化运营管理，狠抓挖

潜降耗，力求质效双优，企业竞争力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统筹资源，优化条件，生产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同时深挖潜力，降本增

效拓展盈利空间，为业绩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报告期内，公司以市场为导向，提高销售的灵活性和针对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态势

下,�提高了市场控制能力，顺利实现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项目建设稳步推进，传统产业升级及清洁生产综合利用、锅炉结构调

整等项目已全面启动。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6.73亿元、利润总额6.21亿元、净利润5.26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0.62%、27.91%、27.75%。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673,398,117.84 4,702,324,857.26 -0.62

营业成本 3,702,967,786.62 3,917,939,157.99 -5.49

销售费用 88,088,290.65 86,207,961.36 2.18

管理费用 112,454,717.01 54,787,210.02 105.26

财务费用 139,490,790.50 157,206,458.15 -11.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9,397,701.41 830,378,660.04 55.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849,446.00 -470,857,234.58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3,582,565.50 -132,618,548.47 不适用

研发支出 112,088,319.61 92,990,116.71 20.5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化工产品市场低迷，价格较去年同期降低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公司强化生产运营管理，提质降本增效，加之主要原

材料价格下跌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公司出口业务量上升，出口费用上涨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研发支出、税金等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贷款总额下降、利率下调致使利息支出降低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强化资金管控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项目投资降低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原因系偿还贷款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研发支出相应增加所致。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化肥 1,498,365,882.60 1,090,251,650.34 27.24 17.61 2.01

增加 11.13 个 百

分点

化工 3,031,954,468.79 2,504,436,930.16 17.40 -7.64 -8.31

增加0.61个百分

点

热电 121,831,552.08 89,789,778.06 26.30 4.46 -7.64

增加9.66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

上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

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肥料 1,498,365,882.60 1,090,251,650.34 27.24 17.61 2.01

增加 11.13 个 百

分点

有机胺 754,560,012.39 572,253,481.54 24.16 -4.04 -6.86

增加2.30个百分

点

己二酸及中间品 728,175,562.71 629,525,884.84 13.55 6.15 -4.93

增加 10.07个百

分点

醋酸及衍生品 677,183,671.05 520,393,767.77 23.15 -7.20 12.12

减少 13.24个 百

分点

多元醇 676,649,935.23 624,535,442.06 7.70 -19.07 -19.80

增加0.84个百分

点

其他产品 317,216,839.49 247,518,132.01 21.97 -12.15 -19.94

增加7.59个百分

点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科学合理的产品结构优势

公司精强主业、突出核心，构筑了以洁净煤气化为依托的产业平台，以及化肥、有机

胺、醋酸衍生物、化工新材料等四大产品板块，平台资源集约，四大板块协同高效，综合竞

争优势明显。

2．集约高效的联产技术优势

公司通过重大项目建设、新产品开发和在线技术优化，掌握了洁净煤气化、羰基合成

等一批核心技术，形成了“一头多线” 柔性多联产模式，可以根据市场变化灵活调节，实现

系统、产品间的产销互补，有效提高了资源利用率。

3．精益求精的运营管理优势

公司深入开展固本强基、提质增效、管理提升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益化生产管

理、市场化营销、一体化项目运作、全面预算管控、全方位对标、全员履职绩效考核等管理

体系，企业竞争优势不断增强。

4．持续作为的职业团队优势

公司坚持价值导向，打通职业通道，通过实施“十百千人才工程” 和“团队价值提升工

程”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管理、技术和技能人才。 经过多年文化传承，公司管理团队务实精

干，广大员工敬业爱岗，人工效能不断提高。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

况、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

额、原因及其影响。

不适用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

体说明。

不适用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

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常怀春

2015年8月28日

一 重要提示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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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刊载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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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继峰股份 60399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俊宏 潘阿斌

电话 0574-86163701 0574-86163701

传真 0574-86813075 0574-86813075

电子信箱 ir@nb-jf.com ir@nb-jf.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1,392,164,646.88 1,069,044,980.41 3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44,140,894.98 781,282,816.55 59.2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287,076.54 68,333,895.56 64.32

营业收入 500,658,506.81 449,275,258.98 1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6,874,777.10 98,415,151.65 -1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1,653,154.03 97,416,628.68 -16.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32 14.13 减少5.8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7 -18.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27 -18.5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8,594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继弘投资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9.543 208,080,000 208,080,000 无

Wing�Sing 境外法人 23.314 97,920,000 97,920,000 无

君润恒睿 其他 12.857 54,000,000 54,000,000 无

朱璇 境内自然人 0.095 400,000 0 未知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其他 0.083 348,445 0 未知

蔡清永 境内自然人 0.050 208,100 0 未知

金建明 境内自然人 0.048 200,000 0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045 190,000 0 未知

刘晓冰 境内自然人 0.043 180,000 0 未知

闻人青 境内自然人 0.040 168,1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的宁波继弘投资有限公司与WING�SING�INTERNATIONAL�CO.,

LTD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义平、邬碧峰夫妇及其子王继民控制的企业，为一致行

动人。 除此之外，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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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2.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A、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消费、投资、进出口增速有明显放缓迹象，

汽车产销量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现在的“微增长” 。 由中汽协统计的数据显示，2015年1月

-6月，中国汽车产销1209.50万辆和1185.03万辆，同比增长2.64%和1.43%，比上年同期回落

6.96个百分点和6.93个百分点。 其中乘用车产销1032.78万辆和1009.56万辆， 同比增长

6.38%和4.80%， 比上年同期回落5.67个百分点和6.38个百分点； 商用车产销176.72万辆和

175.47万辆，同比下降14.86%和14.41%，降幅比上年同期明显加大。

在行业增速放缓、竞争加剧等背景下，公司积极开拓市场，实现营业收入同比较大增

长。 2015年1-6月，随着公司CN201、CD539、CHB031等项目开始量产，实现营业收入500,

658,506.81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44%；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86,874,777.10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11.73%。

报告期，公司继续加大研发力度，获得了6项实用新型专利，并有1项发明专利申请已被

受理。 截止报告期，公司总共获得实用新型专利105项，发明专利5项。

2015年上半年，公司于合作伙伴在武汉设立了合资公司武汉继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及武汉东峻继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进一步拓展武汉及其周边整车厂业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1号）批准，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6,000万股，每股发行价7.9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7,82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3,893.84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43,926.16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中汇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15]0320号《验资报告》。 2015年3月2

日，公司于上交所挂牌上市。

(一) 主营业务分析

1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500,658,506.81 449,275,258.98 11.44

营业成本 312,802,362.59 273,511,356.17 14.37

销售费用 11,575,560.86 9,204,375.68 25.76

管理费用 70,820,477.40 45,349,698.93 56.17

财务费用 1,580,110.97 133,502.46 1,083.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287,076.54 68,333,895.56 64.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549,271.30 -63,337,702.61 -312.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315,575.09 -21,160,271.23 不适用

研发支出 21,333,157.25 15,141,255.46 40.89

变动比例超30%说明：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和新品开发力度，研发支出增

加；公司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引起管理人员工资及员工人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导致工资福

利费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汇率波动使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相应收款增加；

另收到其它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政府补助、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募集

资金到位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本期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2 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无

(2)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无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经营计划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按部就班的实现了公司预

期的经营计划目标。

(4) 其他

无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

比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汽车零部件 491,892,156.38 307,827,183.12 37.42 11.44 14.92

减少1.89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毛利率（%）

主营业务收入

比上年增减

（%）

主营业务成本

比上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头枕 269,893,793.01 165,982,915.24 38.50 8.96 14.21

减少2.83个百

分点

支杆 51,102,935.90 32,259,390.22 36.87 12.24 19.17

减少3.67个百

分点

座椅扶手 138,159,824.00 88,917,242.38 35.64 37.47 36.90

增加0.27个百

分点

其他 32,735,603.47 20,667,635.28 36.86 -31.33 -32.28

增加0.88个百

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419,943,004.68 15.42

国外 71,949,151.70 -7.24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细分市场领先优势

近年来，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已成功进入国内外多家整车厂商的配套体系，并发展成为

国内少数能同时为欧系、美系、日系、自主品牌等整车生产厂家提供配套的座椅头枕及扶手

供应商。 同时，为提高公司快速反应能力，降低物流成本，公司还不断完善生产布局，已相继

在长春、广州、成都、武汉、柳州建立了生产基地。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和生产布局日

趋完善，公司业务收入增长明显。 公司在国内乘用车座椅头枕细分市场具有明显的领先优

势。 公司在国内乘用车座椅头枕细分市场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2、技术领先优势

公司拥有行业领先的头枕支杆槽口加工技术和慢回弹泡沫配方工艺。 在头枕支杆槽口

加工方面，公司主要采用自主研发的多槽口加工工艺、连续弯曲薄壁加工技术、二端同步缩

口工艺、复杂形状凸弧槽口滚切工艺等技术工艺，能够在确保支杆具备高标准的抗冲击能

力和安全锁止能力的同时，使头枕支杆壁厚比普通支杆壁厚薄三分之一以上，从而达到轻

量化要求，能够满足国内外客户高标准的质量要求。 在泡沫配方和生产方面，公司拥有较多

的经验和技术优势，除了传统的泡沫生产方式，公司还具有PIP发泡工艺，并成功应用于新

天籁和奥迪等高档车型的头枕项目。 2011年，公司按照丰田汽车质量标准成功研发了慢回

弹泡沫配方，成功进入了丰田汽车的座椅头枕配套体系。 慢回弹泡沫配方生产的头枕泡沫

能够在发生碰撞时瞬间吸收大量冲击能，在碰撞结束后缓慢恢复释放冲击能，从而减少碰

撞时乘员头部受到的伤害。

公司拥有专业的项目前期开发工程师和研发设计人员，现已逐步具备和客户同步开发

乘用车座椅头枕和扶手的设计开发能力。 同时，公司具有座椅头枕及扶手生产所需工装和

专业设备的设计制造能力，泡沫模架、泡沫转盘、冲压模具、生产辅助型工装等专业设备及

工装的自制能力保证了公司项目开发的高效性和灵活性，并能够快速响应客户提出的设计

更改和质量要求，及时修改模具制作样件。

3、客户优势

公司拥有稳定、优质的客户群体。 公司客户主要为江森自控、李尔、佛吉亚等全球知名

的汽车座椅总成生产厂家，并间接配套给一汽大众、东风日产、神龙汽车、一汽轿车、上海通

用及通用汽车、克莱斯勒、长安福特、一汽丰田、东风本田、华晨宝马等国内外知名整车厂

商。

公司通过与国内外知名客户建立的良好长期合作关系，推动了公司新项目的拓展和产

品品质的提升，同时保证了公司销售回款的安全性。 此外，丰富的配套经验使得公司在新项

目的投标中具有先发优势。

4、成本优势

公司拥有较为完整的头枕产品生产链，产品自制率高，生产成本在行业内处于相对较

低水平。 为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更好地控制生产成本，公司用于头枕支杆

及座椅扶手骨架、钣金件生产的冲压模具和用于头枕及座椅扶手泡沫制造的发泡模具全部

自主设计和制造，并通过模具的标准化，降低模具生产、更换、维修的难度和成本。 公司拥有

先进的发泡工艺和配方技术，可根据客户要求自行配制生产所需的头枕泡沫配方，原材料

采购相对较为灵活，采购价格相对较低。 另外，公司建立了较为健全的成本管理制度，设有

成本考核专员，在进行成本考核工作的同时，持续完善各岗位、各工种的成本考核制度，有

利于公司生产成本的下降。

5、管理优势

公司多年来致力于乘用车座椅头枕和扶手的设计、生产和销售，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

营管理经验，对座椅头枕和扶手产品各方面情况的理解较为深入，并结合客户先进管理体

系，形成了一套与公司头枕和扶手业务相适应的管理模板，该管理模板高效、简洁、专业性

强，能够更好地适应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管理的需求，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有利于公司提高

经营效率。 同时，公司还通过系统管理不断革新，实行精益生产方式，完善限额领料制度、控

制内部损失成本指标、合理安排生产计划、减少生产过程中人为因素造成的报废、返工引起

的产品报废损失和工时损失，提高了产品合格率和生产效率。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合作方名称

委托理财

产品类型

委托

理财

金额

委托理财

起始日期

委托理财

终止日期

报酬确定

方式

预

计

收

益

实际收

回本金

金额

（万

元）

实际获

得收益

（万

元）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是否

关联

交易

是否

涉诉

资金来源并

说明是否为

募集资金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结构性存

款

10,

000

2015-3-1

6

2015-9-1

6

5.45%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

行

保本型理

财产品

1,000

2015-3-1

8

2015-6-1

7

4.50% 1,000 11.22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北仑支行

结构性存

款

8,000

2015-3-1

8

2015-6-1

8

4.9% 8,000 98 是 否 否 募集资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江东支行

结构性存

款

3,000

2015-3-1

8

2015-6-1

6

2.35%~4.

5%

3,000 33.29 是 否 否 募集资金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宁

波

分行

结构性存

款

3,000

2015-3-1

9

2015-6-1

9

5.1% 3,000 39.1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

宁波北仑支行

结构性存

款

2,000 2015-4-3 2015-7-3 5.10% 2,000 25.5 是 否 否 自有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北仑支行

结构性存

款

800

2015-6-2

4

2015-7-2

7

3.60% 800 2.64 是 否 否 募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北仑支行

结构性存

款

7,000

2015-6-2

4

2015-9-2

4

3.90% 是 否 否 募集资金

合计 /

34,

800

/ / / 17,800 209.75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

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

公司正常经营所需的流动性资金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截止至报告期

末，公司委托理财的金额为19,800万元，其中闲置募集资

金为7,8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为12,000万元。

(2) 委托贷款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

净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

向

2015年 首次发行 43,926.16 32,599.74 32,599.74 11473.53 专户储存

合计 / 43,926.16 32,599.74 32,599.74 11473.53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5年2月12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万股， 每股发

行价7.9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7,820.00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43,926.16

万元。 报告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1）募投项目投入金额为32,599.40万元；（2）支付银行手续费0.34

万元；（4）尚未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中含理财收益及活期利息收入147.1万

元。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称

是否变更

项目

募集 资 金

拟 投入 金

额

本报告期已使用

募集资金总额

募集资金累计实

际投入金额

是 否 符 合

计划进度

项 目进度

（%）

预 计 收

益

产 生 收

益情况

是 否 符

合 预 计

收益

汽车头 枕 总

成、 支杆及扶

手总成项目

否 32,656 24,397.45 24,397.45 是 74.71 是

研发中心项目 否 4,599 1,669.98 1,669.98 是 36.31 是

补充流动资金

及归还银行贷

款

否 6,700 6,531.97 6,531.97 是 97.49 是

合计 / 43,955 32,599.40 32,599.40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4) 其他

无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报告期，公司无参股子公司，主要子公司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子公司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持股比例 财务指标 本期数

长春继峰 3,000

制造、销售汽车内饰件、汽

车零部件、汽车减震器

100%

总资产 5673.33

营业收入 2429.80

净利润 -6.82

成都继峰 1,500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泡沫

塑料制品的研发、制造、销

售。

100%

总资产 5024.80

营业收入 3503.36

净利润 100.22

一汽四环继峰 100

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

制造、加工、批发、零售

55%

总资产 2637.91

营业收入 8897.51

净利润 423.03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B、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一)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2015年5月7日，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并于2015年6月9日发放了现金红利。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发放现金红利1.5元人民币（含税），共计发放现金红利6300万元。 详

见公司于2015年6月3日披露的《继峰股份201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二)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主要子公司

C、 其他披露事项

(一)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二)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三) 其他披露事项

无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

况、原因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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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

额、原因及其影响。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4.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

体说明。

本公司将长春继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15家子 (孙) 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

围，具体情况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和“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之说明。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

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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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独立董事舒敏芬因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徐建民出席本次董事会。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5年8月27日，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

人,独立董事舒敏芬女士因工作原因委托独立董事徐建民先生出席本次董事会。 会议由董

事长王义平先生召集主持。本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

8月17日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

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15

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997

证券简称：继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27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1号）批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0万股，每股发行价7.97元，募

集资金总额为47,82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3,893.84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43,

926.16万元。 募集资金款项已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7日汇入本

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15]0320号《验资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于2015年2月17日到账，不存在以前年度使用的情况。 公司2015年1-6

月份，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32599.74万元(含手续费支出0.34万元)，当前余额为11473.53万

元（含理财收入及利息147.1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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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制定

了《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管理募集

资金的使用。 公司和保荐机构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北

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金丰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该协议与《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及余额情况如下：

开户行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万元）

期末余额（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北仑支行 94070157870000167 32,656.00 8366.8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金丰

支行

39203001040088687 7,577.52 282.2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 574902731510411 4,599.00 2963.94

合计 / 44,832.52 11613.11

注：初始存放金额为扣除2987.484万元承销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到账金额；期末余

额含募集资金到账前已支付但未从募集资金账户划转的发行费用及尚未支付的发行费用。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见附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5年2月28日，公司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累计投入金额23,204.17万元，其中汽车

头枕总成、支杆及扶手总成项目22,258.38万元，研发中心项目945.79万元。 2015年3月9日，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公司以截止2015年2月28日为时点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为23,204.17万元，扣除

已承诺自筹投入的2,400万元后， 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为20,804.17万元。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

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授权董事长在1.6亿额度内实施委托理财的相关事宜。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用募集资金购买了如下结构性存款：

开户行 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期限 到期日

实际获得收益

（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北仑支行

募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2015年JG201

期

8,000 3个月 2015-6-18 98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江东

支行

募集资金

招商银行CNB00041

号结构性存款

3,000 90天 2015-6-16 33.29

结构性存款到期后，公司已如期收回本息。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授权董事长在1.6亿额度内实施委托

理财的相关事宜，并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授权期限为一年。经2014年年度股东大

会批准，公司滚动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了如下理财产品：

受托方 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募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2015年JG586期

800 33天 3.6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募集资金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

存款2015年JG587期

7,000 3个月 3.90%

报告期，上述委托理财仍在理财期限内。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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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

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

用信息的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受托方 43,926.1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599.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2,599.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

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

有）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

末承诺

投入金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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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 车 头

枕总成、

支 杆 及

扶 手 总

成 项 目

- 32,656 - 32,656

24,

397.45

24,

397.45

-8258.55 74.71 是 否

研 发 中

心 项 目 - 4,599 - 4,599

1,

669.98

1,669.98 -2929.02 36.31 是 否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及 归 还

银 行 贷

款

- 6,700 - 6,700

6,

531.97

6,531.97 -168.03 97.49 是 否

合计 — 43,955 - 43,955

32,

599.40

32,

599.40

-11,355.6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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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5年8月27日，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戴亿表先生主持了

本次会议，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7日发出。会

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

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就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出具如下书面审核意见：公司 2015�年半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有关规

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

个方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公司 2015�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 2015�年半年度

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2、《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15

年上半年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