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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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股份 600847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晶 田翔宇

电话 02385532408 02385532408

传真 02385532408 02385532408

电子信箱 cqwanli2010@126.com cqwanli2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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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620,380.88 893,363,333.81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16,430,289.75 711,993,422.01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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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73,405.49 20,608,321.53 -264.85

营业收入 95,111,777.73 74,863,713.44 27.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72,417.74 2,224,065.93 15.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781,422.83 2,178,584.91 -27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32 增加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0146 11.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3 0.0146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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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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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6.29 41,400,898 19,073,500 质押 41,073,500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8.06 12,695,898 未知

融通资本财富－光大银行－融

通资本星汉9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37 5,303,000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非

凡17号资金信托

其他 2.59 4,081,113 未知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非

凡18号资金信托

其他 2.34 3,686,792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价值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2 3,566,166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宝晟

好雨1号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1.11 1,754,200 未知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四川信

托－和兴四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09 1,709,200 未知

刘欣 境内自然人 0.97 1,532,307 未知

席桂敏 境内自然人 0.94 1,487,176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与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

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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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前述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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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5,111,777.73元，去年同期为74,863,713.44元；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2,417.74元，去年同期为2,224,065.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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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95,111,777.73 74,863,713.44 27.05

营业成本 81,747,710.16 63,016,981.85 29.72

销售费用 8,067,804.08 3,596,124.14 124.35

管理费用 9,457,438.03 8,501,748.22 11.24

财务费用 -195,322.34 -3,209,907.64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73,405.49 20,608,321.53 -264.8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40,527.98 -82,079,442.32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37,722.22 -1,184,543.78 不适用

研发支出 816,620.97 775,499.77 5.30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市场拓展扩大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销售人员工资增加及售后维护费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摊销股权激励成本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定期存款利息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扩大生产及对参股公司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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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偿还贷款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募投项目增加研发所致。

3.1.2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有利因素：本期随着公司工艺技术的改进，对公司成本下降及毛利率提升有一定支撑。

不利因素：本期公司销售费用中产品维护费增长较快；股权激励大幅增加了公司管理

费用。

3.1.3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976�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投资者竞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

票 6,357.84�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1.01�元，共计募集资金 699,998,184.00�元，坐

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30,0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669,998,184.00�元， 已由主承销

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9�月 25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申

报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及结算登记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139,358.75�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667,858,825.25�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3〕

8-21号）。

公司2015年1-6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5,129.31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3,

429.31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投专户1300万元，投资理财3,000万，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含定期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86.77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46,283.4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20,583.4万

元，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7,700万元,投资理财8,00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含定期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865.46万

元。

截至 2015年 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22,367.9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含定期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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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业 84,637,740.22 71,054,721.84 16.05 16.41 13.25

增加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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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铅酸蓄电池 84,637,740.22 71,054,721.84 16.05 16.41 13.25

增加2.34个百

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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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地区 37,284,682.36 95.85

华中地区 20,767,627.83 -31.23

其他地区 26,585,430.03 13.27

合计 84,637,740.22 77.89

3.3核心竞争力分析

环保设施后发优势。 公司新厂区选址合理，环保设施处于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污染处

理设施完备,公司成为此次铅蓄电池行业环保整治的受益者。

客户资源优势。 公司是中国蓄电池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在多年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万

里牌蓄电池以良好的品质和服务深受广大消费者认可，公司被誉为中国蓄能专家。 公司多

次被配套企业东风、长安等知名汽车公司评为"AA级供方"、"最佳供应商"，与各大汽车厂商

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零售市场方面，公司的销售网络已覆盖国内的20个省市，初步形成

以西南和华中为主并辐射全国的全国性销售网络。 良好的客户资源和完善的销售网络，是

公司发展强有力的保障。

区位优势。 重庆市作为年轻的直辖市，汽车摩托车产业是重庆的6大发展产业之一。 区

域内建有长安、力帆等大型汽车制造企业，嘉陵、力帆、隆鑫、宗申等摩托车制造企业。 区域

内良好的产业布局，为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客户基础。

3.4投资状况分析

3.4.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末，公司对外股权投资总额为3500万元，比期初增加700万元，主要是根据公司

2014年9月投资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约定， 德能公司大股东罗钦德将其

持有的德能公司股份700万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2015年5月办妥相关手续。

3.4.2�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3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4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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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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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

获得

收益

是否

经过

法定

程序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是

否

关

联

交

易

是

否

涉

诉

资金来

源并说

明是否

为募集

资金

关

联

关

系

国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5,

000

2014-12

-31

2015-4

-1

固 定

收 益

+ 浮

动 收

益

81.03 5000 81.03

募 集 资

金

浙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000

2015-1

-30

2015-4

-20

固 定

收益

49.13 4000 49.13

募 集 资

金

国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000

2015-4

-23

2015-7

-23

固 定

收 益

+ 浮

动 收

益

募 集 资

金

浙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4,

000

2015-5

-6

2015-7

-6

固 定

收益

募 集 资

金

合计 /

17,

000

/ / /

130.1

6

9000

130.1

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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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了商品期货交易及股指期货交易，2015年1-6月衍生品投资情

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小计

商品期货 -939,820.14 -556,700.00 -1,496,520.14

股指期货 -643,425.12 -643,425.12

合计 -1,583,245.26 -556,700.00 -2,139,945.26

3.5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5.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募集年份 募集方式

募集资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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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非公开发

行

66,785.88 5,129.31 46,283.4 22,367.93 募投项目后续建设

合计 / 66,785.88 5,129.31 46,283.4 22,367.93 /

公司2015年1-6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5,129.31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3,

429.31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投专户1300万元，投资理财3,000万，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含定期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86.77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46,283.4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20,583.4万

元，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7,700万元,投资理财8,00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含定期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865.46万

元。

截至 2015年 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22,367.9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含定期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3.5.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的<万里股份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3.5.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6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公司参股35％的重庆德能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尚处于设备安装调试及试生产

阶段，预计2015年下半年将可以正式生产经营。

3.7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8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8.1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无

3.8.2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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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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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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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将重庆万里华丰电池销售有限责任公司纳入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详见本

财务报表附注合并范围的变更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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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7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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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

2015年7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材料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董事9名，实际

参加会议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

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发

表了独立意见。 以上文件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8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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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7月28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材料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龙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

真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相

关公告。

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已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当期的经营管理

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和

完整，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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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万里股份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5-049）。

特此公告。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7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847

股票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49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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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募投项目进展

情况进行了全面核查，现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出具专

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976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投资者竞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

357.84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1.01元，共计募集资金699,998,184.00元，扣除承销和保

荐费用30,0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669,998,184.00元， 已由主承销商国海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2013年9月25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

信息披露及结算登记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2,139,358.75元后，公

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667,858,825.25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3〕8-2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2015年1-6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5,129.31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3,

429.31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投专户1300万元，投资理财3,000万，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含定期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86.77万元； 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46,283.4万元， 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20,583.4万

元，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7,700万元,投资理财8,00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

存款利息（含定期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1,865.46万

元。

截至 2015年 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22,367.93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含定期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17日分别与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支行、重庆巴南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

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

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有3个募集资金专户、7个定期存款账户，募集资金存放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大渡口支行

50001103600050213596 40,868,696.36 募集资金专户

50001103600049304960 30,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1211300000237860 1,535,955.60 募集资金专户

1211400000032738 40,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1211400000032742 20,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1211856000005215 50,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重庆巴南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15010155200000363 11,274,692.83 募集资金专户

5010167030000713 30,000,000.00 定期存款户

合 计 223,679,344.79

三、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年产300万只汽车起动型免维护蓄电池项目部分资产转固， 因该项目系对原有

生产线的技术更新改造及新建生产线的产能扩张，新购入的部分设备如生产检测设备与原

有生产线优化组合配置使用生产；该项目生产出来产品的系半成品生极板，而蓄电池生产

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生极板制造、装配、后处理，不能单独计算各个阶段的收益，故无法单独

核算其项目效益。

(四)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3�年10�月 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13

年9月30日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金额3,773.96万元。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10月25�日通过《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万里股份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与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五)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年10�月 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自 2013�年10�月 24�日起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人民币20,000万元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已于2014年9月16日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并将归还募集资金的有关情况通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2014年9月17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与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六)�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3�年10�月 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4,500万闲置募集资金适时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公司已于2014年7月提

前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4年6月19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10,000万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2014年9月17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

用不超过4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之内有效。

2015年6月18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

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10,000万元适时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与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7月28日

附件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年6月

编制单位：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6,785.88 本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429.3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0,583.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

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注1]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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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300万

只汽车

起动型

免维护

蓄电池

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708.30 14,145.27 -5,854.73 70.73

2015

年9月

25日

前

[注

2]

不适

用

否

年产1,

500万

只电动

车电池

项目

否 21,785.88 21,785.88 21,785.88 1,721.02 6,400.22 -15,385.66 29.38

2015

年12

月前

暂

未

产

生

效

益

不适

用

否

年产

200万

只汽车

用铅酸

弱混合

动力电

池项目

否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0 37.92 -24,962.08 0.15 [注3]

暂

未

产

生

效

益

不适

用

否

合 计 － 66,785.88 66,785.88 66,785.88 3,429.31 20,583.40 -46,202.48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注4]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注5]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注6]

用超募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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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22,367.93万元，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余额是预备

继续投入的资金。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注1：公司根据募集资金实际发行情况，将原募集资金计划的承诺投资总额68,500.00

万元，修改为实际募集资金66,785.88万元。

注2：详见三（三）。

注3：年产200万只汽车用铅酸弱混合动力电池项目因汽车用铅酸弱混合动力电池在我

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混合动力汽车产品及销量还较小，而该类产品的产销取决于未来混合

动力汽车的发展速度，公司本着审慎性原则，适度放缓了该项目的投资节奏，导致该项目稍

滞后于投资计划；目前，该项目厂房已建设完成，公司将进一步组织人员完善产品设计、工

艺技术及工艺参数标准，并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推进该项目的建设，适时推出该类产品。

注4：详见三（四）。

注5：（1）根据公司2013年10月24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计划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2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9,300.00万元，该款项已于2014年9月16日

全部归还并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根据公司2014年9月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继续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截至2015年6月30日

止，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7,700.00万元。

注6：根据公司2013年10月24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同意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5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有效期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根据公司2014年6月1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会会议，同意公司增加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 10,000�万元；根据公司2014年9月1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决议， 同意公司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5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

本报告期内2015年4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4,000万元向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购买沪深300指数挂钩保本收益凭证的理财产品；2015年1月、2015年5月，公司使用暂

时闲置资金4000万元滚动向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买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凭证的理财

产品。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8,000万元。上

述理财产品本期实现的收益1,301,616.43元公司都已及时划入募集资金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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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投资 股票代码 0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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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安军 邓丽芳

电话 0779-3202636 0779-3202636

传真 0779-3926916 0779-3926916

电子信箱 laj@g-biomed.com yhtech@g-biome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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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382,884.78 278,997,507.93 3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328,736.11 -12,654,309.09 892.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4,733,855.49 -46,526,739.87 68.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0,029,146.08 13,248,337.68 -70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4 -0.0181 682.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4 -0.0181 682.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5% -1.56% 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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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7,687,523.23 2,204,783,225.21 1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20,889,514.26 819,031,691.40 146.74%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1,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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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80% 503,812,892 401,169,406 质押 490,313,589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神龙83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0% 12,129,56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6% 11,673,626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8,019,600

中建投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聚鑫2－4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61% 6,685,600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五矿信托－新时代

恒禧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57% 6,224,333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

司－菁英汇旺业资本8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49% 5,402,962

曹晓灵 境内自然人 0.45% 4,971,172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五矿信托·信诺2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41% 4,491,265

德邦基金－光大银行－

富邦百瑞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自然人 0.40% 4,409,2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银河集团"）与上述其他前九名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

司未知其它前九名股东之间、其它前九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及其他们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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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圆满完成非公开发行工作，所募集资金陆续用于归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

动资金，根本上改善公司经营条件。 在此背景下，公司积极围绕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和夯实制

造业基础两条主线开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在生物医药领域，2015年上半年公司通过设立

南京银河、收购得康生物和增资控股银河医药迅速进入到行业发展前沿领域，并且在组建

专业团队、整合研发资源等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这些都为银河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 在制造业领域，公司巩固整流变压器市场的领先优势，逐渐打开新行业市

场，取得产品结构调整的初步成效；电子元器件业务继续扩大军品产能，实现利润与收入的

双增长；企业内部管理坚持以质量管理和成本控制为核心，不断强化市场竞争能力。

综上所述，2015年上半年公司基本面得到极大改观，新的产业逐渐形成，现有主营收入

实现较大增长，同时公司适时减持部分金融资产，收到国大诉讼所获赔偿的利息，这些有利

因素造成公司上半年的盈利水平有了较大增长。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338.29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30.25%；营业利润为8497.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96.64%，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032.8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幅度为892.84%。

公司在报告期内推动各项主要工作：

1、完成非公开发行工作，改善公司经营条件

长期以来，公司直接间接融资比例失衡，导致过高的负债率和巨额财务费用。 因此，为

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公司急需通过直接融资来改变负债结构、减少财务负担。 2015年3月公

司顺利完成非公开发行40069.68万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11.35亿元。 截止

到6月30日，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公司已归还5.72亿元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3.00亿

元，公司资产负债率已降至19.61%，与去年同期相比财务费用减少1667.29万。 除此之外，报

告期内公司适时减持天成控股股票501万股获取投资收益10131.74万， 收回国大诉讼所获

赔偿的2866.33万利息，这些因素从根本上改善了公司资金状况，为公司的产业转型升级与

产品结构调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积极构建生物医药产业架构，培育新增长点

为落实公司未来五年产业发展规划，2015年上半年公司在生物医药产业平台搭建、专

业团队组成以及研发资源整合等方面开展大量工作。 4月公司收购掌握免疫细胞技术的江

苏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5月增资控股了掌握免疫药物筛选检测技术和人源化抗

体平台的银河医药90%股权，同时聘任国内院士、业内权威专家组成高规格专家委员会，与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南大医药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际CRO业务巨头中美冠科

建立研发合作关系，以及组建具有国际药企（如默沙东、阿斯利康）从业经历的专家型运营

团队和技术研发队伍，这些工作在报告期内均取得明显成效，以细胞治疗和大分子抗体药

物为核心业务的的新产业架构逐渐清晰，为公司产业转型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3、巩固传统市场优势，积极开拓新兴行业

报告期内， 公司对变压器业务按照传统行业市场与非传统行业市场进行分类管理，减

少汇报层级，强化信息报备制度，明显提高市场决策效率和销售人员积极性。 上半年在大型

整流变压器招标中公司多次中标，巩固该细分市场的领军优势；在新行业市场开发上，成功

签下中国中车、中国恩菲项目以及出口坦桑尼亚风电变压器、出口印尼的海外合同；毛利率

较高的变压器检修业务收入也取得较大增长，有望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对于电子元器件

业务，公司增设了市场营销二部，对两个市场营销部业务按片区任务、产品指标分别考核，

彼此互相促进；针对军品需求增大、产能不足的矛盾，公司把扩大WD系列产品和微波产品

生产能力作为首要工作，并且取得明显成效；此外，民品领域公司也不断加大4G、高铁、清洁

能源、智能机器人行业的开拓工作，进一步完成产品销售结构。

4、强化质量管理和成本控制，提高企业竞争能力

制造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对公司内部管理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2015年上半年公司加

大质量管理力度，对质量管理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工艺、质量管理人员拟统一管理，实行派

驻制，增大以上人员对质量问题话语权，营造浓厚的重视质量工作的氛围；对ERP生产管理

模块进一步优化，针对生产运行系统中存在的管控漏洞进行了修补，使系统使用更便捷，管

控更到位；配料制改革按计划逐步推进，目前已完成了对试点单位相关人员的培训、对试点

单位的调研，相关配料制管理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采购部借助今年以来资金面改善的契

机，重新与供应商谈判取得较好成效，有效降低材料成本；人力资源部深化绩效考核工作，

落实中高层管理人员绩效考核办法，改善工作作风。 通过以上政策措施的落实，各企业提高

了经营系统运作效率和经营绩效的空间，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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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2月28日， 公司出资500万元， 收购四川华瑞电位器有限公司剩余50%的股

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四川华瑞电位器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因此新增至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内；

2、2015年4月17日,�公司收购得康生物60%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得康生物60%

的股权，因此新增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3、2015年4月17日,�公司出资设立南京银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因

此新增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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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唐新林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806

证券简称：银河投资 公告编号：

2015-065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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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格式》等有关规定,�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5年6月30日止的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5]243号文核准，于2015年3月向控

股股东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696,800股，每股面值

1.00元， 发行价格每股2.87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1,149,999,816.00�元， 扣除发行费用14,

975,696.71�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35,024,119.29�元。上述募集资金于2015

年3月9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出具CHW�证

验字[2015]0008号《验资报告》。

2、本年度（2014年1-6月）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单位：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存入开立帐户手

续费

本年（2015年1-6月）使用金

额

累计利息收入净

额

期末余额

1,135,024,119.29 100.00 872,550,038.82 2,267,523.59 264,741,7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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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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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了《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简称“《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 ），经本公司20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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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行广西北海分行营

业部、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分别设立了账号为2107500029300091082和

16810120540013989两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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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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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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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募投项目

北海银河

产业投资

股份有限

公司

工行广西北海分行营业部 2107500029300091082 2,533,667.96元 归还银行贷款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16810120540013989 262,208,036.10元 补充流动资金

三、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大部分已按照用途使用，实际情况详见下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总额 1,135,024,119.29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872,550,038.82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872,550,038.8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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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银

行贷款

不超过

6亿元

572,390,000.00 572,390,000.00 572,390,000.00 100.00% 不适用 否

2.�补充流

动资金

剩余资

金

562,634,119.29 300,160,038.82 300,160,038.82 53.35% 不适用 否

还贷

承诺投资

项目小计

1,135,024,119.29 872,550,038.82 872,550,038.82

合计 1,135,024,119.29 872,550,038.82 872,550,038.82

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

况

根据公司银行贷款的偿还需要，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以前，已用自筹资金偿还了部分的银行贷款。截至2015年3

月9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偿还银行贷款33,239万元。

2015年4月2日，银河投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议案，决

定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偿还部分银行贷款的自筹资金，置换资金总额为33,239万元。

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

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

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15年1-6月，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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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

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相关募集资金

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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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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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银河投资”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7月17日以书面和传真方式发出，2015年7月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亲自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1、经与会董事审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

报告正文及摘要》。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338.29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

30.25%；营业利润为8497.2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96.6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10032.87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盈幅度892.84%。

2、经与会董事审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

行，并按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

理及信息披露违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有关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详情，

请查阅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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