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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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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5月24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于2015年5月20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给各位董事。 本次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永凯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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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子公司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公司子公司北京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中联国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心安（北

京）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拟共同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设立北肿（北京）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名称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回避票 0�票，弃权票 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号2015-29号）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关于“北肿（北京）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之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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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投资设立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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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的子公司北京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肿瘤管理公司” ）与北京中联国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基金” ）、心

安（北京）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心安医疗” ）拟于近期签署《关于“北肿（北京）健康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之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 协议约定，肿瘤管理公司、中联基金、心安医

疗共同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设立北肿（北京）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

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健康管理公司” ）。 其中，肿瘤管理公司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持股60%；中联基

金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持股30%；心安医疗出资500万元人民币，持股10%。 健康管理公司主要提供肿

瘤筛查、健康管理及诊疗等服务。

公司于2015年5月2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子公司投资设立公司的议

案》，该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额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北京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和东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1号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002室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医院管理；医院管理咨询；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医疗机构形象策划；承办展览展示；技术交流；商务信息咨询（不含中介）；肿瘤诊疗、医

疗设备、医用材料、药品的技术开发；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肿瘤管理公司系公司与北京北大医疗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基金” ）、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心安医疗于2014年共同投资成立的合资公司。其中,公司持股41%,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持股34%,

心安医疗持股15%,产业基金持股10%。

2、北京中联国新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岚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7号4号楼4107室

注册资本：3,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管理、咨询。（不得从事下列：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

融衍生品交易；3、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

中联基金是一家从事私募股权、不动产、医疗、养老领域投融资及不动产证券化业务的综合性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3年，注册资本3,000万元。

中联基金与北大医药不存在关联关系。

3、心安（北京）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张捷(JAY� ZHANG)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运河东大街1号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004室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业形象策划、设计；公共关系服务；教育咨询

（不含留学中介服务）；文化信息咨询等。

心安医疗是一家以医疗投资、咨询、服务、策划为主的大型医疗投资及金融服务企业。 2013年进入中

国以来，一直致力于将自身的优质业务板块延伸到中国的医疗市场中并服务本地的医疗机构。

心安医疗与北大医药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股东姓名、出资额及出资方式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数额

（

万元

）

出资方式 占股比例

北京北大医疗肿瘤医院管

理有限公司

3,000

自有资金

60%

北京中联国新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1,500

自有资金

30%

心安

（

北京

）

医疗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

500

自有资金

10%

合计

5,000

———

100%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肿（北京）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 5,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81号院1号楼（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地址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医院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 （最终

以工商部门核准经营范围为准）。

健康管理公司通过协调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所具有的优质医疗技术和医学专家资源，旨在建立国内高

端、系统、专业的肿瘤健康管理中心。 健康管理公司集成专业防癌筛查、VIP专家门诊、肿瘤多学科会诊

（MDT）、远程医疗、“Second� Opinion” 服务、肿瘤大数据库建立和应用、基因筛查与诊断技术应用、临

床转化医学等核心功能，实现医、教、学、研、商一体，为北方乃至全国范围的中高端人群提供全生命周期

的健康管理服务和肿瘤疾病诊疗服务。

四、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肿瘤管理公司、中联基金及心安医疗拟共同出资5,000万元，注册成立健康管理公司。 其中：

1）肿瘤管理公司出资3,000万元，持有健康管理公司60%股权；

2）中联基金出资1,500万元，持有健康管理公司30%股权；

3）心安医疗出资500万元，持有健康管理公司10%股权。

2、各方应同时、同比例缴付注册资本。

3、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肿瘤管理公司委派4名，心安医疗委派1名，中联基金委派2名。 董事长由肿

瘤管理公司推荐，并经董事会选举产生。

4、健康管理公司的总经理、财务部门负责人由肿瘤管理公司推荐，董事会聘任的方式确定。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现有肿瘤药品制造、销售的基础上，正在逐步积累肿瘤领域更多的资源。公司依靠研发资源将

不断夯实肿瘤药品种，也欲借助市场，寻求在肿瘤领域的进一步产业链延伸。公司前期已与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共同投资设立肿瘤管理公司，以此公司为平台，本次拟投资设立健康管理公司。该公司可有效借助北

京大学肿瘤医院品牌及资源的优势，开展肿瘤筛查及诊疗等业务，有利于公司肿瘤治疗产业链的延伸，提

升上市公司的整体市场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公司对医疗服务行业的发展前景看好，有选择地切入自身已有一定基础的抗肿瘤医疗服务领域。 健

康管理公司的设立，使公司正式深入到肿瘤诊疗领域，可有效汲取资源及经验，逐步储备对医院的经营管

理能力，有利于公司在医疗服务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该协议尚未签订，存在因投资方合作意愿变化或相关因素变更导致无法签署

的风险。 健康管理公司投资设立之后，在经营管理方面可能出现运行效率低、衔接不畅等风险，可能会对

健康管理公司的投资运营产生不利影响。

就协议签署事宜，投资各方已对协议条款达成一致意见，各方均有较强的合作意愿，将尽快安排协议

的签署。肿瘤管理公司已就健康管理公司的规划、建设、运营与中联基金、心安医疗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研

讨、分析，以确保健康管理公司的运行顺利。

综上所述，本次投资的风险可控。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关于“北肿（北京）健康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之投资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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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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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5月24日下午14:00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

议通知于2015年5月22日以电话或口头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通

知时限。 本次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永凯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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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有效整合原料药业务资源，降低成本，实现原料药业务和制剂业务的专业化发展，公司决定以土

地、房产向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合成” ）增资，由其承接公司合

成原料药业务。 增资完成后，重庆合成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变更为25,0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回避票 0�票，弃权票 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号：2015-31）

2、《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提高“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麻柳制造基地项目”（以下简称“麻柳项目” ）的资源配备及管理效

率，公司决定以麻柳项目的土地向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和生” ）增

资，从而实现公司对麻柳项目管控模式从项目向公司转变。 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和生注册资本从200万

元变更为5,5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回避票 0�票，弃权票 0�票。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号：2015-32）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5）第0490号）。

3、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5）第0491号）。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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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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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合成” ）的事宜，重庆合成于2015年

5月12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 为有效整合原料药业务资源，降低成本，实现原料药业务和制剂业务的专业

化发展，公司决定以土地、房产向全资子公司重庆合成增资，由其承接公司合成原料药业务。增资完成后，

重庆合成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变更为25,0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

子公司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该投资事项在本公司董事会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重庆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于二龙。

3、注册地址：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镇方正大道22号。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5年5月6日。

6、经营范围：制药技术咨询及转让；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建筑

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木材、电器机械及器材、普通机械。

7、出资方式：公司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资资产为公司合成原料药业务对应的位于两江新区水土组团的3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

面积共171544.4平方米）和地上18项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共50832.10平方米）及于渝北区洛碛的2宗

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共51234.60平方米）和地上14项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共5635.00平方米）,

以下简称“增资资产” 。

2、公司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 ）对增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天兴评报字（2015）第0490号资产评估报告。 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对增资资产评估结论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

）

固定资产

13,616.86 14,874.81 1,257.95 9.24

土地使用权

5,072.42 10,163.39 5,090.97 100.37

总计

18,689.28 25,038.20 6,348.92 33.97

3、公司本次以天健兴业对增资资产的评估结论为依据，按25,038.20万元向重庆合成进行增资，其中

24,800万元计入重庆合成实收资本，238.20万元计入重庆合成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合成注册

资本从200万元变更为25,0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原料药业务板块实现优势资源共享。

2、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合成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3、本次增资事项需办理相关手续，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5）第0490号）。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88

证券简称：北大医药 公告编号：

2015-32

号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

子公司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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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和生” ）的事宜，重庆和生于2015年5

月12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为提高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麻柳制造基地项目（以下简称“麻柳项目” ）的

资源配备及管理效率，公司决定以麻柳项目的土地向重庆和生增资，从而实现公司对麻柳项目管控模式

从项目向公司转变。 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和生注册资本从200万元变更为5,5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回避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

子公司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增资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

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重庆和生药业有限公司

1、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2、法定代表人：于二龙。

3、注册地址：重庆市巴南区麻柳沿江开发区科技孵化楼。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15年5月12日。

6、经营范围：制药技术咨询及转让；销售：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及原料、百货、建筑材料、装饰材料

（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钢材、木材、普通机械。

7、出资方式：公司自有资金出资设立，公司持有100%股权。

三、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资资产为公司麻柳项目的土地（以下简称“增资资产” ），该增资资产的基本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权证

编号

土地座落

土地登记

@

用途

土地使用权类型 土地使用权面积

202D

房地证

2014

字

第

00813

号

重庆市巴南区麻柳

嘴镇梓桐坝村

工业用地 出让

148,698

平方米

2、公司聘请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 ）对增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

具了天兴评报字（2015）第0491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对增资资产评估结

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土地使用权

5,185.44 5,353.13 167.69 3.23

3、公司本次以天健兴业对增资资产的评估结论为依据，按5,353.13万元向重庆和生进行增资，其中

5,300万元计入重庆和生实收资本，53.13万元计入重庆和生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重庆和生注册资

本从200万元变更为5,500万元，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麻柳项目的资源配备，提升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和后期运营中的管理效率。

2、本次增资完成后，麻柳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重庆和生，该项目的其他事宜均不发生改变

（详见公司公告2014-12号）。

3、重庆和生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4、本次增资事项需办理相关手续，尚存在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15）第0491号）。

特此公告。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5-020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5月25日上午9：30，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

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本次会议已于2015年5月10日以电话、传真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高

管人员。 会议采取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

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思敏女士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过全体与会董事

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成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在北京设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

为进一步的提升公司营销水平，拓展营销模式，优化市场结构，整合市场资源，加快市场发展步伐，公司结合自

身销售特点和行业特性，决定设立电子商务公司，作为公司发展电商营销的主要平台。 其设立主要为了促进公司市

场建设的全面升级，打通线上线下营销渠道，延伸和拓展公司市场触角，促进公司全国营销网络格局的建设，加快

公司品牌的推广，全面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该公司将采取自建平台以及与成功电商公司合作模式进行业务拓展。

拟设立公司信息：北京尚鲜德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打造“尚鲜” 子品牌，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

郑思敏，注册地：北京中关村。 以上相关名称及信息以最终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在上海成立投资公司。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上海设立投资公司，目的主要围绕公司主业，在“大健康、大农业、大

食品”领域，为公司寻求、培育合适的国内、外并购标的，加快产业整合步伐，促进公司快速发展。该公司将采取成立

专业团队整合优势资源，以及与知名证券、基金公司合作等方式进行相关业务拓展。

拟成立公司相关信息：上海斯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斯敏投资” ；首期注册资本：3,000万元，未来根据运

营情况增加注册资本；注册地：上海自贸区；法定代表人：郑思敏。 以上相关名称及信息以最终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8亿元。 最终授信额度在8亿元额度内以银行

实际审批的额度为准，期限为24个月。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5-021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拟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概述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适应多元化市场格局，拓展公司的销售渠道，满足日益发

展的线上线下消费趋势，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拟使用自有资金成立全资子公司专营电子商务业务。 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5�年 5�月25日上午9:30召开，审议并通过《关于成立电子商务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应参

加董事 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表决情况为 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该议案。公司本次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成立公司简介

（1）公司名称：北京尚鲜德立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工商最终批准的注册名为准）

（2）公司地址：北京市中关村

（3）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郑思敏

（5）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以工商最终批准为准）

（6）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7）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拟成立公司的定位及业务规划

近年来，国内网络零售市场保持高速发展，线上销售已成为快消品等公司增长最快的销售渠道。该公司的设立

是为了促进公司市场建设的全面升级，打通线上线下营销渠道，延伸和拓展公司市场触角，促进公司全国营销网络

格局的建设，加快公司品牌的推广，全面提升公司市场竞争力。 该公司将采取自建平台以及与知名电商公司合作模

式进行业务拓展。

公司成立专营电商公司，就是要更加有效地整合、巩固与各大电商平台网站的合作，实现相关销售的突破。 同

时借助电脑、手机APP等线上渠道，结合线下所有门店、仓储物流资源，实施全渠道的电子商务拓展战略。 通过新的

业务模式，利用自身线下的品牌优势，把线上的顾客带到线下来消费，通过线下活动与线上推广的相互作用，从而

达到推广与营销的优化，拓展公司的销售渠道，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拟设立子公司在以后的经营和市场拓展中可能面临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新业务模式的经营业绩有待观

察。

（2）各线上渠道系统优化、公司与目前的营销模式和各市场主体的磨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新成立的子公司将

逐步承接公司正在进行的电商业务，不会产生系统性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5-022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2015�年 5�月25日，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得利斯”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设立投资公司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设立投资公司。 本次对外投资

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成立公司简介

1、拟成立投资公司名称：上海斯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斯敏投资”）

2、公司住所：上海自贸区

3、法定代表人：郑思敏

4、注册资本及股权结构：3,000万元，公司全资。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其他资本市场服务；投资管理；投资

咨询；投资顾问。（以上不含限制项目）（具体根据工商核准及相关部门批准后确定）

6、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7、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三、 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公司设立的目的就是围绕公司主业，在大健康、大农业、大食品领域，为公司寻求合适的国内、国际并购标的，

促进公司整体发展和产业整合，拓展公司的投资渠道，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该子公司将于采取组建专业队伍、与市

场知名的证券、基金公司等合作的方式开展资本运营及相关业务。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设立的投资公司，公司参股100%，因此纳入得利斯合并报表范围，但短期内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不会产

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3、存在的风险

本次投资的公司涉足投资管理行业，公司对于新业务的管理经验有待进一步积累，因此，存在一定的管理风

险。 针对以上风险，公司将加强对其的资金管理和对外投资风险的管理，加强与专业金融机构的合作，通过专业化

的运作和管理等方式降低风险。

四、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5-023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5月25日上午9：30，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

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8亿元，具体授信银行、授信形式及金额授权

董事长郑思敏女士根据实际业务需要确定。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运营资金的

实际需求确定。 最终授信额度在八亿元额度内以银行实际审批的额度为准。 授信期限为2年。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

2015-024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二

○

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5月25日召开，会议

决定于2015年6月12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6月12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6月11日－2015�年6月1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2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6月11日15:00至2015年6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理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

果为准。

5．出席对象：

（1）截至2015年6月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其他董事会邀请的人员。

5．会议地点：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1、《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5月26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会议登记方法

1．法定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现场登记、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等方式。

4．登记时间：2015年6月11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5:30。

5．登记地点：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会议室。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362330” 。

2.投票简称：“得利投票” 。

3.投票时间：2015年6月12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在投票当日，“得利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1。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

价格

议案

1

《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0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

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具体如下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

为未参与投票。

（6）投票举例：

股权登记日持有“得利斯”A股的投资者，对议案一投赞成票的，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2330

买入

1.00 1

股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年6月11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 2015�年6月12日下午 15：

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

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帐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 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

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上午 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

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3� 、 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登 录 网 址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

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

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2．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62216

联 系 人：王 松 刘 鹏

联系电话：0536-6339032� � � 6339137

联系传真：0536-6339137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6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女士， 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行使表决权。

序号 会议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说明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有效期：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注：对于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

决。

委托人签字（盖章）：

回 执

截至2015年 月 日，我单位（本人）持有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拟参加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签章）：

注：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复印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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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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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已于2015年4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根据年报准则的相关要求，现对2014年年

度报告的相关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方 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关联交易价

格

关联交易

金额

（

万

元

）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关联交易

结算方式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大庆石化分公司

同一控制人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115,251.51 96.76%

银行存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黑龙江大庆销售分公司

同一控制人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9.61 0.01%

银行存款

大庆雪龙石化技术公司 同一母公司 采购商品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11.12 0.01%

银行存款

大庆石化建设公司 同一母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1,269.10 35.33%

银行存款

大庆金桥信息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同一母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91.42 2.55%

银行存款

大庆石油化工工程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39.73 1.11%

银行存款

大庆石油化工机械厂 同一母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5.90 0.16%

银行存款

大庆星火通讯安装有限公司 同一母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3.14 0.09%

银行存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第七建筑公

司装备制造分公司

同一控制人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34.08 -0.95%

银行存款

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总厂 母公司 接受劳务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41.60 16.83%

银行存款

大庆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

司

同一控制人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3,152.45 2.22%

银行存款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

司大庆炼化分公司

同一控制人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91.05 0.06%

银行存款

大庆油田井田实业公司 同一控制人 销售商品 市场价格 市场价格

8.85 0.01%

银行存款

合计

119,932.55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名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职状态 从股东单位获得的报酬总额

邢继国 监事会主席 男 现任

20.83

袁金财 董事 男 现任

19.63

尹兴华 董事 男 现任

16.32

孙庆生 监事 男 现任

25.82

周雪梅 监事 女 现任

12.95

耿金波 董事 男 离任

16.32

合计

-- -- -- 111.87

除上述信息外，2014年年度报告中其他信息保持不变，本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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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报告摘要（更正后）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庆华科 股票代码

00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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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凡礼 李红梅

电话

04596280287 04596280287

传真

04596280287 04596280287

电子信箱

dqhklhm@126.com dqhklhm@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

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

（

元

） 1,422,843,435.78 1,175,389,136.35 21.05% 1,193,793,73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元

）

13,917,606.34 10,307,398.41 35.03% -1,607,75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094,950.88 10,163,749.97 38.68% 256,995.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

元

）

108,458,151.47 54,826,891.50 97.82% 70,581,847.6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 0.08 37.50% -0.01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 0.08 37.50% -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9% 2.13% 0.66% -0.33%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

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

（

元

） 635,076,424.08 614,176,625.25 3.40% 600,196,759.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

元

）

501,926,555.13 494,910,869.68 1.42% 472,436,1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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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2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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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大庆石油化工

总厂

国有法人

39.34% 51,000,000

中国石油林源炼油厂 国有法人

15.69% 20,339,700

大庆高新国有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

国家

8.47% 10,980,900

质押

5,490,450

四川万丰商贸大厦管理

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1% 3,767,199

杨佩 境内自然人

0.71% 916,834

向克坚 境内自然人

0.70% 91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新华趋势领航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6% 600,292

向美珍 境内自然人

0.40% 512,554

宗凤珍 境内自然人

0.37% 478,000

廖小芳 境内自然人

0.33% 432,2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中

，

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和林源炼油厂同为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全资企业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

如有

）

四川万丰商贸大厦管理中心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3,600,000

股

，

占公司股本的

2.78%

；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公司股票

167,199

股

，

占公司股本的

0.13%

；

累计持有公司股票

3,767,199

股

，

累计持股比例为

2.91%

。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名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主营业务分析

1、概述

2014年，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受节能、环保、需求不振等综合经济因素影响，化工行业出现结构化调

整，企业竞争愈加激烈。 公司把握市场，保持合理库存，减少资金占用，通过加大内部管理力度、严格控制

费用支出、实施技改技措、加强生产工艺指标控制和增大设备维护力度等一系列措施，积极优化生产、节

能降耗，降低了经营成本，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经营任务。

公司全年销售化工产品31.10万吨，销售药品和保健品287.7万瓶（盒），出口产品3,793吨，出口收入

762.41万美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实现营业收入142,284.34万元，实现净利润1,391.76万元，每

股净资产3.87元。 总资产6.35亿元，资产负债率20.96%。 本年度未发生伤亡事故，“环保”排放达标，员工

职业健康状况良好。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1）强化安全管理，实现安全、清洁、平稳生产。

（2）优化生产组织，确保各项生产目标顺利实现。

（3）加强质量控制，推进产品质量提高。

（4）推动项目开发，提高现有资源综合利用率。

（5）努力拓展空间，企业竞争力得到整体提升。

（6）细化管控措施，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

（7）改进人才培育机制，员工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8）以群教活动为载体，提升党员干部队伍战斗力，推动党建工作。

（9）强化服务意识，发挥工会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2、收入

2014年，销售各种石化产品31.10万吨，同比增加9.60万吨，增长44.66%。 实现营业收入142,284.34

万元，同比增加24,745.43万元，增长21.05%。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142,215.28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99.95%，同比增加32,360.07万元，增长29.46%，主要原因是本期化工产品销量同比增加。

行业分类 项目 单位

2014

年

2013

年 同比增减

化工行业

销售量 吨

310,993.25 214,979.93 44.66%

生产量 吨

303,778.16 204,973.31 48.20%

库存量 吨

5,857.65 8,238.74 -28.90%

医药行业

销售量 盒

2,877,003 3,476,212 -17.24%

生产量 盒

2,626,736 3,811,651 -31.09%

库存量 盒

204,873 550,739 -62.80%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由于大庆石化分公司新建120万吨乙烯装置开工投产，

本期公司主要化工原料供应充足，主要化工产品产量、销售同比大幅增加。

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

（

元

）

317,490,766.66

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

额比例

22.33%

公司前5大客户资料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额

（

元

）

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

1

大庆凯茂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141,825,429.06 9.97%

2

抚顺华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3,785,316.24 3.78%

3

宁波甬华树脂有限公司

43,459,647.86 3.06%

4

杭州隆宇腾化工有限公司

42,321,062.39 2.98%

5

大庆博川化工产品销售有限公

司

36,099,311.11 2.54%

合计

-- 317,490,766.66 22.33%

3、成本

行业分类

单位：元

行业分类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同比增减

金 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金 额

占营业成本比

重

化工行业

营业成

本

1,278,272,312.21 99.16% 980,404,309.07 98.76% 30.38%

医药行业

营业成

本

10,864,956.13 0.84% 12,261,921.55 1.24% -11.39%

产品分类

单位：元

产品分类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同比增减

金 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金 额

占营业成本

比重

轻芳烃

（

AS1)

营业成本

252,151,227.01 19.56% 135,770,016.59 13.68% 85.72%

乙烯焦油 营业成本

211,365,606.42 16.40% 85,963,055.19 8.66% 145.88%

聚丙烯 营业成本

236,362,631.13 18.33% 233,636,869.58 23.54% 1.17%

粗异戊二烯 营业成本

141,165,334.60 10.95% 40,411,160.65 4.07% 249.32%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

（

元

）

1,160,647,242.98

前五名供应商合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

例

97.44%

公司前5名供应商资料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额

（

元

）

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1,153,867,007.92 96.87%

2

锦州惠发天合化学有限公司

2,033,429.50 0.17%

3

大连华邦化学有限公司

1,880,000.00 0.16%

4

哈尔滨东庆包装有限公司

1,834,907.59 0.15%

5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庆供电

公司

1,031,897.97 0.09%

合计

-- 1,160,647,242.98 97.44%

4、费用

项 目 本期金额

（

元

）

上期金额

（

元

）

变化率 变化原因

销售费用

10,520,322.66 10,291,918.02 2.22%

主要是人工成本

、

出口手续费同

比增加

管理费用

88,234,881.74 80,276,367.61 9.91%

主要是人工成本

、

修理费

、

折旧

费

、

租赁费和劳动保护费增加

财务费用

-2,028,453.11 -243,471.60 733.14%

主要是利息收入和汇兑收益增加

且本期未发生贷款利息支出

所得税费用

2,108,998.28 1,222,129.26 72.57%

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5、研发支出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化率 变化原因

研发支出

9,707,829.37 11,427,697.36 -15.05%

费用化研发费支出减少

6、现金流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同比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55,988,123.18 1,368,449,160.95 21.0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47,529,971.71 1,313,622,269.45 17.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458,151.47 54,826,891.50 97.8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61,885.18 15,291,174.70 -98.94%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8,484,072.05 80,785,423.56 -64.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22,186.87 -65,494,248.86 -56.76%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0,000,000.00 -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481,975.00 20,520,000.00 -68.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1,975.00 -520,000.00 1,146.5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73,992,575.64 -11,187,357.36 -761.39%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变动30%以上的原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是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在建工程投入减少。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分配现金股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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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行业

1,413,520,916.20 1,278,272,312.21 9.57% 29.82% 30.38% -0.39%

医药行业

8,631,875.33 10,864,956.13 -25.87% -11.34% -11.39% 0.08%

分产品

轻芳烃

（

AS1)

273,687,940.14 252,151,227.01 7.87% 86.83% 85.72% 0.55%

乙烯焦油

240,925,970.97 211,365,606.42 12.27% 118.99% 145.88% -9.59%

聚丙烯

239,742,459.65 236,362,631.13 1.41% -1.87% 1.17% -2.96%

粗异戊二烯

153,828,729.27 141,165,334.60 8.23% 216.08% 249.32% -8.73%

间戊二烯石

油树脂

112,810,542.00 82,447,598.85 26.91% 39.56% 35.56% 2.16%

分地区

境内

1,376,638,918.76 1,256,430,223.75 8.73% 30.07% 30.73% -0.46%

境外

45,513,872.77 32,707,044.59 28.14% 13.19% 3.59% 6.66%

（三）资产、负债状况分析

1、资产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比重增

减

重大变

动说明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

例

货币资金

101,799,264.21 16.03% 27,806,688.57 4.53% 11.50%

应收账款

2,567,718.73 0.40% 2,116,665.60 0.34% 0.06%

存货

54,254,622.46 8.54% 79,180,728.54 12.89% -4.35%

投资性房地

产

0.00%

长期股权投

资

0.00%

固定资产

412,330,725.12 64.93% 427,002,027.54 69.52% -4.59%

在建工程

25,912,428.51 4.08% 30,908,879.33 5.03% -0.95%

2、负债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2014

年

2013

年 比重增

减

重大变

动说明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金额 占总资产比例

应付票据

30,000,000.00 4.72% 0.00 0.00% 4.72%

应付账款

35,729,685.27 5.63% 55,495,050.89 9.04% -3.41%

（四）核心竞争力分析

1、公司决策层和管理层具有较高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能够围绕提升质量、优化流程、节能降耗、

技改创新等工作，针对外部环境变化，适时调整生产经营。

2、公司拥有省级技术研究中心，中心人员配备齐全，拥有先进的实验、检测设备，已经拥有国家专利8

项。 通过促进装置优化，增加了产品技术含量，以优秀的质量、良好的信誉赢得了市场信赖。

3、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和净负债率处于行业较好水平。 财务稳健能更有效地应对金融形势的变化，为

公司的长期平稳发展提供足够保障。

（五）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1、行业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

公司主导产品所在的行业，产能过剩现象比较突出，且受宏观调控政策及经济环境变化影响较大。由

于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现状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以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因素，行业或将继续震荡前

行。

2、公司未来发展战略

继续坚持突出主业、做强主业，强化精细管理，优化操作、技改技措等措施，消除制约瓶颈，破解技术

难题。

3、2015年重点工作

（1）监督产品结构优化和质量过程管控，实现产品质量全面提升，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2）敦促新项目的调研、项目建设前期准备和在建项目的推进工作，培育新的增长动力和竞争优势。

（3）推进职责和权限的科学划分，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和管理效率。

（4）强化安全监管投入，狠抓HSE和节能减排工作，提升环保工作标准，确保安全生产秩序持续稳

定。

（5）进一步加强团队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未来的资金需求

2015年资金投入重点一方面是保证公司的生产经营，特别是大宗原料采购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是

在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落实项目建设以及研发方面所需的资金。公司除了利用自有资金外，会适当进行

融资。

5、可能面对的风险因素及对策

（1）宏观政策风险

公司主导产品受宏观经济和政策变化影响较大，经济走势及宏观调控政策会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一

定的影响。公司会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及国家相关政策的动向，主动作为、积极应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

断优化产品结构，及时调整经营方针和发展战略。

（2）环保风险

作为化工企业，节能减排任务比较重，随着绿色低碳、节能减排力度日益加强，环保标准也会更加严

格，公司如不能及时适应变化，生产和发展将会受到限制。 公司将通过技术创新和工艺升级，积极开展资

源综合利用。

（3）行业风险

产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市场竞争激烈，面临盈利空间被压缩的风险。 公司开展降本增效活动，增强

科技创新意识，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4）经营风险

管理理念能否与时俱进，管理模式能否充分激发员工的能动性和工作热情，对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

有重要的影响。 公司在充分总结2014年工作的基础上，围绕精细管理，健全和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深挖管

理效益，不断提升管理水平。

董事长： 徐永宁

大庆华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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