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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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睿科技 600562 高淳陶瓷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王贵夫

电话 025-57889698

传真 025-52787018

电子信箱 dmbgs@glaru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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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030,783.36 1,370,590,025.19 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95,575,810.79 882,796,034.13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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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922,616.00 -37,888,985.96

营业收入 337,571,132.91 352,193,975.58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6,737,304.45 55,668,692.43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4,798,373.97 52,282,471.11 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41 6.99 减少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2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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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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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四研究所

国有法人 27.39 70,419,380 24,456,180 无

国睿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68 50,579,864 50,579,864 无

宫龙

境内自然

人

4.29

11,021,

030

11,021,

030

未知

徐嫣婷 未知 2.16 5,554,200 未知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08C－CT001沪

未知 1.96 5,039,853 未知

南京紫金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未知 1.68 4,324,836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军工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45 3,730,415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中证国防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14 2,919,839 未知

朱金妹 未知 1.13 2,907,60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

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08 2,778,41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国睿集团有限公司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四研究

所的全资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757.11万元，同比下降4.15%，主要是

由于公司轨道交通项目较2014年同期有所下降，下降原因为上半年部分轨

道交通项目因客户原因致计划执行延期，同时上半年无新承接项目确认收

入；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73.73万元，同比增长1.92%。 公

司的主营业务受行业特性影响，主要业绩集中在下半年体现。

报告期内的重点工作情况如下：

1、雷达整机与子系统

报告期内，军用领域方面,公司大力推进了军事气象方面的服务系统,成

功开拓了新市场；同时,公司顺利完成了多个雷达产品方案的评审，为军航空

管雷达的批量采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民用领域方面,�成功中标国家卫星

气象中心“风云四号气象卫星地面系统CDAS分系统” ，在公共气象领域、环

境气象领域、航空气象领域系统方面获得了进展，参加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重污染天气监测与预报预警系统中的“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系统软件”

开发任务，该系统是全国省级第一个集监测、预报、污染源解析、主观预报产

品制作发布一体的业务系统；成功中标西藏、温州、福州气象局气象业务一体

化平台项目，并积极参与福州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的气象保障工作；积极

参与民航气象中心及空管局区域气象软件系统策划工作；获得了民航二次雷

达正式许可证和民航一次雷达临时使用许可证延期换证,为下半年民航市场

的大力推进做好了准备；获得了多套天气雷达订单，进一步拓展了风廓线雷

达在环境监测领域的应用。

2、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南京市经信委“信号系统产业化能力建设” 项目

完成实施，通过该项目，公司建成国内先进的集信号系统集成、测试及验证为

一体的综合测试中心，为后续拓展业务奠定了基础；公司承担的南京地铁3号

线信号系统总成项目开通运营，公司自主PIS-DCS系统产品替换进口产品，

实现首次应用，得到用户一致好评；有轨电车信号系统方面，公司承担的广州

海珠区环岛现代有轨电车信号系统总成项目开通运营，公司全自主现代有轨

电车信号系统产品成功首用，建成了国内首条带有防撞系统的现代有轨电

车。 南京地铁四号线乘客信息系统项目和南京地铁宁和城际一期工程信号

系统项目因客户原因致计划延期，公司将在下半年继续推进相关工作。

3、微波器件

报告期内，军品业务保持原有大客户核心供应商地位；民品业务凭借国

内移动通信建设的推进，通过多层次的用户沟通和内部降本优化工作，公司

在国内电讯设备主要厂家的年度投标工作中，取得了较好的份额。

4、大功率脉冲电源方面

国睿兆伏积极开拓市场，同时不断增加研发投入，提高配套产能，以适应

后期市场发展的需求。 报告期内国睿兆伏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复审已完成

公示程序。

5、公司内部管理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对内控体系进行持续完善，修订完善相关内控制度；继续

推进信息化系统项目的建设计划，通过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切实推进公司健

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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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571,132.91 352,193,975.58 -4.15

营业成本 221,384,220.02 243,431,635.21 -9.06

销售费用 7,765,225.65 5,600,121.99 38.66

管理费用 35,022,816.31 28,596,020.70 22.47

财务费用 775,859.80 -2,305,283.26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5,922,616.00 -37,888,985.9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700,517.34

-11,540,

154.43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1,140,848.37 100.00

研发支出 12,773,285.60 8,350,261.42 52.97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轨道交通系统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雷达整机与相关系统毛利率提高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人员费用及差旅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本年度研发费支出及无形资产摊销费增

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下属子公司利息收入减少，票据贴息增

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下属子公司本期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及为职工支付的经营性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本年度将收回银行承兑

汇保证金的现金流量重分类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本年度雷达板块、微波器件板块研发费用支出

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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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25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

批准、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截止报告期末，本次非公

开发行方案正在报请国务院国资委审批。

(3)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董事会目标，积极推进公司业务发展，较好的完成了

上半年经营计划。 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积极进行转型，力争公司由设备

供应商向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变，市场由国内市场为主，向国内、国际市场

并重转变，地位由行业领先向行业引领转变，发展由内增式发展，向内增式、

外延式发展并重转变。

下半年，公司将遵循董事会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对内将进一步提高管

理质量，继续做好公司内控体系的完善工作以及信息化系统阶段性建设工

作；对外将继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细化市场，深入挖掘市场信息，争取更多

的市场份额，同时更加重视资本市场，做好市值管理工作。

国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7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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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民百 600738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成志坚

电话 0931-8473891

传真 0931-8473866

电子信箱 lzminbaicz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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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318,939.02 1,882,870,876.59 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51,427,106.19 1,096,535,101.78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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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839,924.38 -103,875,653.20 -4.78

营业收入 593,268,789.13 630,920,696.26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892,004.41 58,918,964.82 -6.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338,129.21 58,755,744.85 -7.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8 5.66 减少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9 0.160 -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9 0.160 -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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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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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03 129,225,370

106,091,

370

质押

106,000,

000

纪韫恬 境内自然人 0.48 1,763,901 未知

程万青 境内自然人 0.46 1,710,10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1,576,337 未知

徐阳 境内自然人 0.38 1,395,000 未知

姚小巍 境内自然人 0.27 1,000,000 未知

吴铭棠 境内自然人 0.26 973,445 未知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

银行－融通资本蒲公

英2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6 969,899 未知

黄世万 境内自然人 0.26 962,284 未知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五矿信托－聚合

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6 940,9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的红楼集团有限

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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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326.88万元，比上年同期63,092.07万

元减少3,765.19万元，同比降低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

489.20万元，比上年同期5,891.90万元减少402.70万元，同比降低6.83%。

报告期主要工作情况：

1、深化品牌结构调整，推动经营健康发展。 公司长期关注百货零售行业

市场变化，适时调整经营思路，强化品牌结构，引入国际名品，稳步推进公司

精品百货战略发展规划。 报告期内，公司成功引入兰蔻、碧欧泉等国际品牌，

持续提高公司自身在市场上的行业竞争地位。

2、合理优化布局，丰富经营业态。为适应新形势下的经营发展需要，公司

对亚欧商厦内部结构进行合理优化布局。七楼新增品牌餐饮，九楼、十楼宾馆

客房改造等项目施工进展顺利。新增的经营业态和扩容改造后的宾馆客房将

有效提升商厦整体的购物环境和宾馆客房入住率。

3、持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2015年，“兰州红楼时代广场” 项目计划完

成全部裙楼主体结构及主楼主体结构40层， 同时将主楼外立面幕墙施工至

20层。 目前项目施工进展顺利，截至报告期末，项目裙楼主体工程建设已全

部完成，主楼主体结构已建设至24层，相应的各项安装工程同步跟进，外立面

幕墙施工、安装预埋件等准备工作已就绪。同时公司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已着

手开展项目的招商、售楼等前期筹备工作。

4、降低财务费用，优化资本结构。公司重点项目建设资金需求量较高，前

期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为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

财务费用，改善和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计划， 筹集资金用于红楼时代广场项目建设和

偿还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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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268,789.13 630,920,696.26 -5.97

营业成本 438,234,823.49 471,604,028.91 -7.08

销售费用 28,914,261.55 30,855,687.89 -6.29

管理费用 41,067,936.11 43,172,891.35 -4.88

财务费用 2,277,650.10 -3,535,951.69 164.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839,924.38 -103,875,653.20 -4.7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31,603.20 -7,484,969.81 -82.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573,518.99 64,174,167.30 201.64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减少、主营业务成本相应

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长期待摊费用增加及工资薪金、广告费

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工资、折旧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系本期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支付红楼房地产开发成

本及销售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支付在建工程款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系公司本期短期借款、利

息支出增加及股利分配减少所致。

2其他

(1)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公司于2015年6月15日、7月1日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相关事宜。 目前，公司积极有序的组织相关中介机构根

据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开展各项工作，本次发行相

关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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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发、零售业务

514,968,

082.89

416,713,

445.97

19.08 -7.79 -8.03 ???���0.21

餐饮、客房业务 25,336,771.30 17,175,768.72 32.21 -6.50 20.86 ?���-15.35

专业市场管理 39,631,557.20 4,328,973.80 89.08 20.46 0.72 ???���2.14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兰州地区 540,304,854.19 -7.73

南京地区 39,631,557.20 20.46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变化，但公司采取各项积极措施，科学

调整经营思路，强化业务管理水平，努力降低公司经营成本，全力打造优质服

务理念，核心竞争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为公司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地处兰州市核心商圈，辐射周边城区，具有地理位置的竞争优势。

2、"信誉民百，品牌亚欧"，树立的品牌形象，为公司保有稳定的客户群

体，吸引新客流。

3、注重管理团队建设，人员素质培养，经营管理层人员稳定，为企业长期

稳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额8658.96万元,其中对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8653.96万元， 对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投资5.00万元，本期未发生增减变动。

(1)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

称

最初投资金额

（元）

期初持股

比例

（%）

期末持股

比例

（%）

期末账面价值

（元）

报告期损

益（元）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元）

会计核算科

目

股份来

源

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59,500,

000.00

1.06 1.06

86,539,

600.00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购入、

分红

合计

59,500,

000.00

/ /

86,539,

6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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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委托贷款情况

(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 公司主要控股公司及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

单位：元

子公司全称

业务 性

质

持股比

例

注册 资

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兰州民百置业

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

业

100 560 3,521,503.84 3,501,109.42 40,967.40 -192,707.26

兰州红楼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

房地产业 100 8,200.00 477,167,671.59 72,660,064.80 0 -619,526.38

南京环北市场

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市场经营 100 5,010.00 667,727,304.33 589,423,755.91 44,796,002.18 22,595,937.93

（2） 净利润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10%以上的子公司情况

单位：元

子公司全称

业务 性

质

持股比

例

注册 资

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南京环北市场

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市场经营 100 5,010.00 667,727,304.33 589,423,755.91 44,796,002.18 22,595,937.93

4、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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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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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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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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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张 宏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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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万华化学 600309 烟台万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寇光武 肖明华

电话 0535-6698537 0535-6698537

传真 0535-6837894 0535-6837894

电子信箱 gwkou@whchem.com mhxiao@whche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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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26,299,392.94 41,592,085,628.73 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0,959,611,741.67 10,594,084,392.97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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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355,948.03 1,817,062,217.95 6.68

营业收入 10,042,263,367.92 11,664,821,009.41 -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018,699,394.45 1,404,561,820.13 -2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77,148,608.89 1,347,942,179.98 -27.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36 13.86 减少4.5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7 0.65 -27.69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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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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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

人

50.50

1,091,880,

317

0 质押

475,000,

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

合

未知 1.43 30,957,575 0 未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东证资管－

平安人寿委托投资1号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1.34 28,904,050 0 未知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

员会－自有资金

未知 1.05 22,607,918 0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未知 1.01 21,920,055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0.94 20,251,133 0 未知

交通银行－富国天益价

值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8 19,000,000 0 未知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

金

未知 0.81 17,563,991 0 未知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淡水泉成

长基金1期

未知 0.80 17,402,220 0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淡水泉精选

1期

未知 0.76 16,404,365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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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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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042,263,367.92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3.91%；营业利

润1,898,359,737.92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18,

699,394.45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7.47%。

2015年是公司的“成本管理年” ，员工的低成本意识显著提升；销售方面，上半年由于

国内需求不旺，导致国内MDI产品价格持续低迷，但是海外市场在需求增长放缓、竞争日趋

激烈的环境下，销量依然取得了明显增长，万华的海外市场形象和客户满意度也进一步提

升；原计划将于2015年二季度末投产的PO/AE一体化项目将争取在第三季度完成。

下半年公司将争取完成PO/AE一体化项目的全面开车工作；销售方面，MDI市场销售

遵循新的平衡原则：市场份额和价格的平衡，国外和国内市场价格的平衡；人才储备方面，

将加大高端研发人才的招聘力度，积极引进海内外研发精英，进一步深化“银发工程” ，同

时也要加快年轻队伍的培养。

3.1主营业务分析

3.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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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42,263,367.92 11,664,821,009.41 -13.91

营业成本 6,718,028,765.58 8,123,296,494.29 -17.30

销售费用 370,192,797.54 330,760,603.86 11.92

管理费用 730,369,026.32 638,873,818.65 14.32

财务费用 336,005,537.79 228,324,936.50 47.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8,355,948.03 1,817,062,217.95 6.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3,899,

065.61

-4,582,236,639.28 49.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550,009.20 3,418,248,739.33 -89.74

研发支出 367,148,540.66 314,915,860.64 16.59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公司MDI产品售价降低及石化购销业务贸易额减少，

导致本期营业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公司MDI产品单位成本下降及石化购销业务贸易额减

少，导致本期营业成本下降。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随着公司产品出口增加，海外的运费、仓储费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员工费用及物料消耗等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上年同期万华烟台工业园MDI项

目付款较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为本期取得的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

减少，且本期偿还的债务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1.2其他

(1)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短期借款余额较期初增加211,786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余额

较期初增加26,906万元，长期借款余额较期初减少64,064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各类融资

项目顺利实施，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公司于2014年度报告中披露预计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260亿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

司已实现销售收入100.42亿元。

3.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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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行

业

9,776,455,

061.94

6,520,232,

085.17

33.31 -13.45 -16.83

增加2.71个百分

点

其他

233,758,

888.00

171,974,

497.70

26.43 -4.59 1.30

减少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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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氰酸

酯

6,472,402,

691.58

4,109,506,

747.74

36.51 -18.33 -20.01

增加1.34个百分

点

其他

3,537,811,

258.36

2,582,699,

835.13

27.00 -2.18 -10.08

增加6.42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其他产品毛利率的增加主要为毛利率较低的石化购销业务贸易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致。

3.2.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6,923,315,083.51 -22.54

国外 3,086,898,866.43 18.57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国内收入的减少主要为公司MDI产品售价降低及石化购销业务贸易额减少所致，国外

收入的增加主要为公司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海外销售量快速增长所致。

3.3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没有发生变化。

3.4投资状况分析

3.4.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报告期内投资额 22,000.00

投资额增减变动数 8,610.20

上年同期投资额 13,389.80

投资额增减幅度(%) 6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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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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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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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4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于2006年2月27日成立，公司主营聚氨酯及助

剂、异氰酸酯及衍生产品的开发、生产；光气、甲醛、液氧、液氮、盐酸、压缩空气的生产；技

术、咨询服务等。 公司注册资本为93,600万元，总资产1,399,253万元，净资产810,460万

元。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66,653万元，营业利润154,014万元，净利润115,312万元。

(2)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热电有限公司主营热、电、纯水的生产和供应、热力管网

建设。公司注册资本为45,000万元，总资产136,747万元，净资产68,864万元。报告期内实

现净利润8,836万元。

(3)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北京)有限公司主营开发、制造、销售聚氨酯；销售化工产品；

项目投资；技术开发、技术培训等。公司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总资产33,427万元，净资产

19,702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3,711万元。

(4)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氯碱有限公司主营烧碱、液氯、盐酸、次氯酸钠、氯化石

蜡、化工机械的制造；氢气、液氯的充装、无缝气瓶(限氢气)、焊接气瓶(限液氯)的检验；腐蚀

品(硫酸)、易燃液体(甲醇、甲苯)的批发、零售；化工技术咨询、服务，化工技术开发；自营和代

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公司注册资本为16,000万

元，总资产117,691万元，净资产63,817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8,367万元。

(5)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佛山)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主营生产、销售聚氨酯材料及其制

品产品以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 公司注册资本为2,886万元，总资产17,180万元，

净资产8,303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941万元。

(6)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容威聚氨酯有限公司主营生产、销售聚氨酯材料及其制

品产品以及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等。公司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总资产70,363万元，

净资产26,067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2,791万元。

(7)全资子公司万华化学(广东)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水性涂料树脂、聚醚多元醇、改性

MDI、胶粘剂等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研发推广、技术服务。 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

总资产14,302万元，净资产13,297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97万元。

(8)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烟台)氯碱热电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氯碱化工产品、热电工程、

蒸汽、工业用水、食品添加剂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管理。 公司注册资本为40,000万元，总

资产219,432万元，净资产40,685万元。 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1,185万元。

3.4.5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项目进

度

本报告期投入金

额

累计实际投入金额

项目

收益

情况

万华烟台工业园

土地项目

1,400,000,000.00 80.10% 1,121,454,680.83

万华烟台工业园

项目

28,000,000,

000.00

67.39%

2,915,836,

676.78

18,870,316,126.37

万华化学（烟

台）氯碱热电有

限公司氯碱项目

1,273,356,000.00 72.47% 56,524,860.85 922,834,226.93

万华化学（烟

台）氯碱热电有

限公司热电项目

1,133,060,000.00 81.86% 37,221,318.72 927,569,669.96

合计

31,806,416,

000.00

/

3,009,582,

856.35

21,842,174,

704.09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由于设计优化、钢材价格下跌等原因，万华烟台工业园项目实际发生的工程成本低于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概算金额，按目前情况项目总额预计为210亿元，在该基础上计算项

目进度为89.86%。

3.5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5.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4年末总股本2,162,334,

720.00股为基数，用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3元现金红利（含税），共

计分配利润总额为648,700,416.00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710,288,564.06元结转以后年度

分配。 上述分配方案已于2015年5月28日实施完毕。

3.5.2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是否分配或转增 否

每10股送红股数（股）

每10股派息数(元)（含税）

每10股转增数（股）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的相关情况说明

3.6其他披露事项

3.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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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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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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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新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公司于本期设立万华化学（烟台）石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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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建生

2015年7月23日

公司代码：

600562

公司简称：国睿科技

公司代码：

600738

公司简称：兰州民百

公司代码：

600309

公司简称：万华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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