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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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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慈制药 股票代码

00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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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云鹏 安文婷

电话

0931-8362318 0931-8362318

传真

0931-8368945 0931-8368945

电子信箱

zqb@fczy.com anwenting_fcz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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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6,462,106.58 150,468,152.52 4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6,038,652.48 13,729,218.12 1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8,414,383.23 13,346,949.94 -36.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54,988,754.89 -20,629,240.38 366.5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02 0.0773 16.6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902 0.0773 16.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2.01%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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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10,773,854.53 903,078,399.91 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716,605,480.00 703,374,124.57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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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兰州佛慈制药厂 国有法人

70.64% 125,532,000 125,532,00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

持三户

国有法人

2.50% 4,444,000 4,444,000

赵建平 境内自然人

2.25% 4,000,000

赵吉 境内自然人

1.18% 2,10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

陕国投

·

高智投资

1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其他

0.51% 900,000

董光 境内自然人

0.32% 576,16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凯瑞

投资一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22% 39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方正融金

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2% 388,093

何小荣 境内自然人

0.18% 320,180

周北年 境内自然人

0.18% 315,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兰州佛慈制药厂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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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

赵建平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

400,000

股

，

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票

2,600,000

股

；

赵吉通过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700,000

股

，

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

有公司股票

400,000

股

；

周北年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15,800

股

，

通过普通证券帐户持有公司股票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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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面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整、医改政策相继出台等市场环境变化，积极寻求对策，

狠抓市场建设、优化产品结构，加强质量控制，加快科研开发，拓展大健康、中药材经营业务，积极推进

“出城入园”项目，公司经营情况总体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1,646.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 43.86%；利润总额1,948.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03.87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6.82%；基本每股收益0.0902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16.69� %。

2014年上半年主要工作情况

市场营销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需求适时调整产品结构，优化国内市场布局，努力拓展国际

市场，不断调整营销策略，加大连锁和医院市场开发力度，开展终端宣传促销活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稳

定增长。

生产质量方面：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强生产质量监管，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按照新版GMP要

求，对厂房和设备进行更新改造，已顺利完成部分生产线的新版GMP认证工作并取得新版GMP证书。

“出城入园”项目方面：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计划推进“出城入园”搬迁改造工作，加快进行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环境评价、项目规划设计、土地平整等系列开工前期准备工作，将尽快开工建设。

科研开发方面：加大科研投入，加快新品开发和老产品的二次开发力度和进度。 报告期内，新药“益

气通痹胶囊” 的注册申报资料已上报甘肃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收到《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阿胶糕等阿胶系列保健品正在研究开发中，浓缩当归丸欧盟注册申请及相关研究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

资本运作方面： 报告期内，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已经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该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药材基地建设和药材经营方面： 公司已在漳县建立了万亩当归规范化种植基地， 准备进行GAP认

证，党参、柴胡规范化基地建设正在选址中，中药材经营业务也积极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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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462,106.58 150,468,152.52 43.86%

公司上年新设立的两家子公司本

期均实现了销售

。

营业成本

174,978,126.63 94,537,507.04 85.09%

营业收入增加

，

相应的营业成本

也增加

。

销售费用

15,966,425.58 18,797,671.97 -15.06%

管理费用

15,920,284.29 17,220,229.99 -7.55%

财务费用

-498,750.88 316,397.95 -257.63%

本期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实

现收益增加

。

所得税费用

3,443,328.58 2,028,905.08 69.71%

本期实现的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

增加

，

应交的所得税也相应增加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4,988,754.89 -20,629,240.38 366.56%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增

加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3,682,366.01 -7,826,442.18 2,191.40%

本期收到前期投入原募投项目使

用的募集资金补偿款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8,830,523.12 -3,121,608.11 -3,066.01%

本期偿还了银行借款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9,804,093.07 -31,439,158.76 481.07%

以上经营

、

投资

、

筹资活动产生现

金流量净额的综合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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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云鹏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41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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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下午

14：00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李云鹏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

邮件等方式发出，并经电话确认送达。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独立董事王亚丽委托独立董

事赵元丽进行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名。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详见 2014�年8�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2014年 8�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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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 2014年 8� 月28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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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4�年8�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兰州新区纬三十路以南、北快速路

以北、经十三路以东、经十四路以西区域地块（用地总面积777.63亩，其中建设用地571.92亩，用地面积以

实测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4�年8�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详见2018年 8�月28日的 《证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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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房屋建筑物转为投资性房地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部分自用效率不高、出租使用且短期内不会发生变化的房屋建筑物转为投资性房地产进

行管理，并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以提高公司资产的运营效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甘肃佛慈中药材经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全资子公司甘肃佛慈中药材经营有限公司增资2000万元， 增资后其注册资

本由1000万元增加到3000万元。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详见2018年 8�月28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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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同意聘任吕芝瑛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简历见附

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4�年8�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吕芝瑛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

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吕芝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2014�年8�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吕芝瑛女士简历

吕芝瑛女士，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甘肃省盐

锅峡化工总厂财务会计、财务部长，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项目经理、高级项目

经理、授薪合伙人。2012年5月起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常务副部长，2014年4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吕芝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吕芝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42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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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下午

16：00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监事会主席苏文博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日以书面方式

送达。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名。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监事会审阅并同意《2014年半年度报告》、《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并出具结论性意见如下：公

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及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所包含的信

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涉密人员严守保密义务，没有发生提前泄露年度报告内容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核查，公司编制的《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

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实际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兰州新区纬三十路以南、北快速路

以北、经十三路以东、经十四路以西区域地块（用地总面积777.63亩，其中建设用地571.92亩，用地面积以

实测为准）。

监事会认为：为配合兰州市推进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城市规划实施，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44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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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

了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2011]1907号文核准，公司于2011年12月向社会公众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2020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16元，共募集资金总额323,200,0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33,639,33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9,560,670.00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1年12月16日全

部到位，实际到位资金299,200,000.00元，包含尚未支付的信息披露费、审计及验资费用和律师费用等

发行费9,639,330.00元， 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 并出具国浩验字[2011]

702A213号验资报告。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万元

以前年度已投入

本年使用金额

累计利息

收入净额

年末余额置换先期投入项

目金额

直接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

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

17,597.58 -13,856.51 2,500.00 747.17 23,462.16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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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兰

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下同），经本公司2010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交通银行兰州桥北支行设立了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621060171018010035232。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以保证专款

专用。本公司于2011年12月18日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上述

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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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三方监管协议》均得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截止2014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专户银行

名称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利息收入净额

置换资金存

入

已使用

金额

存储余额

交通银行兰

州桥北支行

621060171018010035232 28,956.06 747.17 13,856.51 20,097.58 462.16

定期存单

3,000.00

理财产品

20,000.00

合计

28,956.06 747.17 13,856.51 20,097.58 23,462.1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项目2014年1-6月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2013年4月2日，本公司收到《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兰州市企业出城入园搬迁改造实施方案的通

知》（兰政发【2013】55号）和《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城入园有

关事宜的批复》（兰政办函【2013】27号），根据上述文件精神，本公司被确定为出城入园并于2013年启

动搬迁改造的企业之一， 依据 《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兰州市新区开发建设政策的意见》（甘政发

【2012】135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中央和省属在兰州市区工业企业向兰州新区拓展的意见》

（甘政发【2011】78号）、《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中央和省属在兰州市区工业企业向兰州新区拓展的

实施意见》（兰政发【2012】61号）文件精神，公司向新区搬迁，参照中央、省属企业向新区拓展有关政策

执行。

鉴于上述政府整体发展规划，造成本公司募投项目暨扩大浓缩丸生产规模技术改造项目停建，实施

地点将发生变化。本次变更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会对募投项目

的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 从长远考虑，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当地政策，将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有利于本公司的战略发展和合理布局，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对本公司已经投建的募集资金项目，与兰州市政府协商迁址建设带来直接或间接损

失的补偿方案，已于2013年4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披露。 根据兰州市相关文件规定，本公司在建的募投项目所在土

地将变性为商住用地实施土地招拍挂，所得收益的85%归属本公司，用于兰州新区项目建设。由于原募投

项目所在土地招拍挂工作尚未实施，为保证本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规范使用，保护投资者合

法权益，经公司申请，兰州市政府同意将公司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补偿给公司，该补偿资金待

原募投项目所在土地招拍挂后从应归属本公司的85%收益中扣还兰州市政府。 本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

收到上述补偿款共计1.6亿元，并将其中已使用专户资金138,565,137.15元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于

2014年3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告披露。

截止目前，公司兰州新区项目总规设计已报兰州新区主管部门审批，建设用地的土地平整工作正在

进行，土地使用权手续及其他开工前的各项手续正在办理中。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

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2014年1-6月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6月

编制单位：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8,956.0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597.5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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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扩大浓缩丸技术改造项目 否

24,540.62 24,540.62 17,597.58 71.71%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否

24,540.62 24,540.62 17,597.58 71.71%

否

超募资金投向

1

、

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 2,500.00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2,500.00 2,500.00

合计

24,540.62 24,540.62 2,500.00 20,097.5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政策性搬迁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

：《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

：《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自筹资金投入

40,978,

503.61

元

，

占投资总额比例的

16.70%

。

预先投入资金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

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核并出具了

《

关于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

》（

国浩核字

[2012]702A10

号

）。

2012

年

1

月

17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

本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了

先期已投入的自筹资金

40,978,503.61

元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2

年

4

月

8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

》，

同意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

不超过

6

个月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

800

万元募集资金补

充流动资金

，

并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

、

10

月

8

日归还

460

万元和

340

万元至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

。

2012

年

10

月

26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预案

》，

同意使用

2,5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

，

使用期限为

2012

年

10

月

26

日至

2013

年

4

月

25

日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在规

定期限内使用了

25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并于

2013

年

4

月

8

日归还

2500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2013

年

4

月

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

25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使

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

2500

万元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于

2014

年

4

月

8

日归还

2500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2014

年

4

月

9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使用

2500

万元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用了

2500

万元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

，

上述资金还未到归还期限

。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涉及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4

年

4

月

2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

2

亿元的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

流动性好

、

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

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

期限为一年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在规定期限内使

用

2

亿元募集资金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

。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尚未使用的募

集资金为

23,462.16

万元

，

其中

3,000.00

万元以定期存单的形式存放

，

2

亿元用

于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

，

剩余资金在募集资金专户存放

。

上述资金将继续

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

不存在其他用途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兰州市政府将公司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补偿给公司

，

该补偿资

金待原募投项目所在土地招拍挂后从应归属本公司的

85%

收益中扣还兰州

市政府

。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19

日收到上述补偿款共计

1.6

亿元

，

并将其中已使

用专户资金

138,565,137.15

元返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45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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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同意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至兰州新区纬三十路以南、北快速路以北、经十三路以东、经十四路以西区域地块（用地总

面积777.63亩，其中建设用地571.92亩，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 现将有关变更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发字[2011]

1907号文）核准，公司以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开发

行每股面值1.00元， 每股发行价16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2020万股并于2011年12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共募集资金总额323,2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89,560,

670.00元。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国浩验字

[2011]702A213号《验资报告》。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投资“扩大浓缩丸生产规模技术改造一期项目” 。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资总额为24,540.62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23,637.62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903.00万元。 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足以完成上述投资的，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

解决。

截至2014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

扩大浓缩丸生产规模技术改造项目

24,540.62 17,597.58

合 计

24,540.62 17,597.58

上述项目的原建设地点位于兰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项目用地为公司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工业用地，土

地使用权证编号：“兰国用（2007）第A0546号” 。

201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 根据兰州市城市规划，结合公司新厂区的建设，公司决定将上述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兰州新区纬三十路以南、北快速路以北、经十三路以东、经十四路以西区域地块

（用地总面积777.63亩，其中建设用地571.92亩，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项目所涉地块由于尚未实施“招

拍挂” 程序，公司还未签订《土地竞买协议》，调整后土地的竞买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募投项目变更

实施地点以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的正式公告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 等的相关规

定，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无需股东大会批准。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和影响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原因

2013年4月2日， 公司收到《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兰州市企业出城入园搬迁改造实施方案的通

知》（兰政发【2013】55号）和《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城入园有

关事宜的批复》（兰政办函【2013】27号），根据上述文件精神，本公司被确定为出城入园并于2013年启

动搬迁改造的企业之一，公司向兰州新区搬迁，参照中央、省属企业向新区拓展有关政策执行。

鉴于上述政府整体发展规划，造成本公司募投项目暨扩大浓缩丸生产规模技术改造项目实施地点将

发生变化，但是并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

实质性影响。 公司于2013年4月9日披露了相关情况，详见当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复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3-015）。

考虑到公司上市后经营规模快速扩张的需要，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符合当地政策，将有利于公司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有利于本公司的战略发展和合理布局，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兰州市政府上述通知要求，截至目前，公司兰州新区项目总规设计已报兰州新区主管部门审批，

建设用地的土地平整工作正在进行，土地使用权手续及其他开工前的各项手续正在办理中。 公司将尽快

在兰州新区的上述地块进行动工建设，预计于2016年12月31日前将现有厂区整体搬迁至兰州新区，以方

便公司生产经营的集中统一管理；同时，也有利于充分利用新区的产业集群效应及其配套政策，加快公司

发展步伐，为公司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影响

1、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至兰州新区纬三十路以南、北快速路以北、经十三路以东、经十

四路以西区域地块（用地总面积777.63亩，其中建设用地571.92亩，用地面积以实测为准），不会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2、 对已经投建的募集资金项目， 本公司与兰州市政府协商迁址建设带来直接或间接损失的补偿方

案，已于2013年4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重大事项进展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3-015）。 根据

兰州市相关文件规定，本公司在建的募投项目所在土地将变性为商住用地实施土地招拍挂，所得收益的

85%归属本公司，用于兰州新区项目建设。由于原募投项目所在土地招拍挂工作尚未实施，为保证本公司

募投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规范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经公司申请，兰州市政府同意将公司先期已

投入募投项目建设的资金补偿给公司， 该补偿资金待原募投项目所在土地招拍挂后从应归属本公司的

85%收益中扣还兰州市政府。 本公司于2014年3月19日收到上述补偿款共计1.6亿元，并于2014年3月2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关于收到募投项目异地重建补偿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6）。

3、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后有利于公司实施一体化管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效果和

公司整体效益。

综上所述，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较小，从长远看更有利于公司未来的

快速发展。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是公司配合兰州市推进经济转型跨

越发展、城市规划实施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实施一体化管理，也有利于充分利用兰州新区作为国家

级新区的产业集群效应及其配套政策，加快公司发展步伐，为公司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符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变更，未实质性地改变募集资金

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效果和公司整体效益。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等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2014年8月26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为配合兰州市推进经济转型跨越发展、城市规划实施，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也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的变更。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 佛慈制药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2、佛慈制药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是根据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城市规划的需要及公司

未来战略发展和新厂区建设而进行的必要调整，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

3、佛慈制药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

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实施的内容，不会对该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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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基于以上意见，保荐机构对佛慈制药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实

施地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46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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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及结合实际情况，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

金对全资子公司甘肃佛慈中药材经营有限公司增资2,000万元， 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增

加到3,000万元。

2、本次对外投资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14�年8�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甘肃佛慈中药材经

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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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佛慈中药材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甘肃省定西市漳县大草滩乡新联村6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高鸿林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壹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中药材种植（国家禁止及须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养殖（不含种畜禽、奶禽）；中药

材收购、储藏、批发；中药材高新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及技术咨询服务（须取得专项许可的除外）；农副产

品购进、仓储、批发；中药饮片购进、仓储、批发。

截止201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285.04万元，负债总额为255.93万元，净资产为1,

029.11万元，净利润为28.75万元。

三、本次投资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旨在为满足全资子公司的经营需要，提升其资金实力，支持其业务拓展，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47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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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吕芝瑛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吕芝瑛女士，197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甘肃省盐

锅峡化工总厂财务会计、财务部长，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员、项目经理、高级项目

经理、授薪合伙人。2012年5月起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部常务副部长，2014年4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

吕芝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及公司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吕芝瑛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佛慈大街68号

邮政编码：730046

联系电话：0931-8362318

联系传真：0931-8368945

电子邮箱：lvzhiying3619@126.com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4-048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亿元的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期限为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4月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1）。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公司于 2014�年8月25日与交通银行兰州桥北支行签订了《协议书》，使用闲

置资金2亿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理财产品”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1、产品名称：蕴通财富·日增利理财产品

2、产品金额：人民币2亿元

3、产品类型：保本收益型

4、实际理财天数：63天

5、投资收益率（年利率）：5.200%

6、投资起始日：2014年8月26日

7、投资到期日：2014年10月28日

8、资金到帐日：到期日当日。 若到期日非工作日的，则顺延至下一银行工作日，客户应得理财收益及

理财本金在到期日与资金实际到帐日之间不计利息及理财收益。

9、风险揭示：本理财计划为保证收益型产品。银行保障理财资金本金，并按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投资收

益率（年率）向投资者计付理财收益。银行有权于提前终止日提前终止该产品，若银行行使提前终止的权

利，则实际投资期限小于预期投资期限，投资者实际获得的理财收益将少于按预期投资期限计算可以获

得的收益，投资者应当充分认识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本理财计划有风险，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风险：

（1）市场风险：本理财产品存续期内，可能会涉及利率风险、汇率风险等多种市场风险，导致理财产

品实际理财收益的波动。 如遇市场利率上升，本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调整。

（2）信用风险：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生信用风险的极端情况，如宣告破产等，将对本理财产品的

本金与收益支付产生影响。

（3）流动性风险：本理财产品的本金及收益将在产品到期或提前终止后一次性支付，且产品存续期

内不接受投资者提前支取，无法满足客户的流动性需求。

（4）政策风险：本理财产品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

规政策发生变化，可能影响本期理财产品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5）信息传递风险：本理财产品不提供账单。投资者需要通过登录交通银行营业网点查询等方式，了

解产品相关信息公告。投资者应根据上述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投资者未及时查询，

或由于通讯故障、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理财产品信息，并

由此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由此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6）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自然灾害、战争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事件或

系统故障、通讯故障、投资市场停止交易等意外事件的出现，可能对理财产品的产品成立、投资运作、资金

返还、信息披露、公告通知造成影响，可能导致理财产品收益降低乃至为零。 对于由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

风险导致的任何损失，客户须自行承担，银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10、公司与交通银行兰州桥北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

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

施如下：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购买的理财产品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

买不超过十二个月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得购买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30�号：风险投资》所涉及的品种。

2、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如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披露，

提示风险，并披露为确保资金安全所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

设，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短期理财，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2014�年 4�月10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亿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理财产

品”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4月16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4—021）。 该产品已于2014年6�月12日到期，到期收益总计193.3万元。

2、2014�年 6�月18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亿元购买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理财产

品” ，具体内容详见2014年6月19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4—034）。 该产品已于2014年8�月20日到期，到期收益总计186.4万元。

五、备查文件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集合理财计划协议书。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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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佛山照明

/

粤照明

B

股票代码

000541/2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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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奕辉 黄玉芬

电话

(0757)82966062 82810239 (0757)82966028

传真

(0757)82816276 (0757)82816276

电子信箱

fsl-yh@126.com fslhy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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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43,058,758.03 1,208,260,446.06 2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88,959,139.45 153,047,291.37 2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69,224,226.63 146,663,823.95 1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8,441,766.77 11,712,252.61 1,082.0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31 0.1564 23.4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931 0.1564 23.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8% 5.63%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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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73,046,108.98 3,373,781,552.85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920,569,091.65 2,890,581,921.7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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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4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欧司朗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7% 131,815,685 131,815,685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0% 102,751,648 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5% 16,159,651 0

安信国际证券

（

香港

）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1% 13,809,268 0

EAST ASIA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0.97% 9,527,080 0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9,328,356 0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8,568,664 0

庄坚毅 境外自然人

0.85% 8,324,132 0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0.84% 8,240,154 0

DBS VICKERS(HONG

KONG) LTD A/C CLIENTS

境外法人

0.81% 7,881,91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

，

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和庄坚毅存在关联关系

，

属

一致行动人

。

除此之外

，

未知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是否构成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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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海外市场的复苏漫长而脆弱；国内经济“结构性” 减速，房地产

行业和金融行业风险不断积聚。 对公司所处的照明行业而言，产品结构性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产品

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淘汰整合加速，行业拐点日益凸显。 面对起伏不定的行业环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

以“抓机遇，促发展，重管理，增效益” 为指导思想，扎实深入开展各项工作，加强预算管理及经营计划执

行管理，持续加大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力度，使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4,305.8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7.71� %，其中内销销售收入

105,224.4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51� � %，出口销售收入折合人民币 49,081.47�万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49.72� � %；利润总额 22,891.8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8,895.91� �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4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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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于 2014�年 4�月 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苏州盟

泰励宝光电有限公司股权及增资扩股的议案》（详情请见 2014�年 4�月 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公

告， 公告编号：2014-019）。 本次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完成后， 本公司持有苏州盟泰励宝光电有限公司

50.50%的股权，并将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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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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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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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本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在本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7人，董事吴胜

波、叶再有因出差请假，分别委托董事维安纳.霍夫曼、刘醒明代为投票。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勇、董事会秘书

林奕辉、财务总监尹建春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潘杰董

事长主持，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中、英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新股认购闲置资金增加使用项目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董事会同意用自有闲置资金6000万元认购新股

及购买部分二级市场股票，以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经济效益。 现为了进一步提高该笔资

金的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没有新股认购期间以及保证新股认购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对该笔资金

增加如下使用项目：一是购买专门进行网下新股认购的专户理财基金；二是投资国债逆回购及其他具有

安全性高、风险低、收益稳定的货币市场基金和质押式报价回购。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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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

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

事5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勇主持，本次会议以同意5

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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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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