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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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星化学 600319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孙岩 张莎

电话 0536-8591007 0536-8591189

传真 0536-8660047 0536-8663853

电子信箱 yan.sun@chinayasing.cn wfzhangsha@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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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5,370,676.45 2,289,348,755.22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90,756,830.85 176,895,469.07 -4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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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56,896.72 76,214,284.97 -167.52

营业收入 687,426,392.28 711,954,038.60 -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6,579,833.44 -68,147,573.7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417,923.74 -69,487,647.6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3.60 -19.90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4 -0.21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4 -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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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6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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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5 55,232,797 0 无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未知 1.20 3,791,600 0 无

刘福民 未知 0.78 2,465,500 0 无

深圳嘉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0.77 2,438,200 0 无

邵明权 未知 0.69 2,191,180 0 无

李红卫 未知 0.67 2,100,000 0 无

毕思强 未知 0.63 2,000,000 0 无

熊雨昊 未知 0.50 1,574,900 0 无

罗晋渝 未知 0.49 1,550,000 0 无

吴向宁 未知 0.42 1,316,492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第一位国有法人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其他

股东，本公司未知其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为《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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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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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无

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无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

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

明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新控股股东名称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变更日期

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及日期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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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低位徘徊，世界经济仍未见明显好转迹象，总体仍处于低迷状态，国内经济虽平稳运行，但低

速增长，需求不旺，整个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 受宏观经济影响，公司产品市场需求疲软导致价格下滑，外加主导产品

CPE市场的无序竞争，公司盈利空间进一步变窄，同时资金紧张、财务负担重，公司经营形势严竣。

面对经营困境，公司管理层团结带领广大干部职工，围绕年初制定的工作目标及10条工作线，克服资金紧张等困难，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企业在困境中维持了正常运行。

一是生产装置稳定运行。上半年，公司主导产品CPE、离子膜烧碱、水合肼、发泡剂等生产装置均稳定运行，并基本实现

产销平衡。

二是多措并举，降本增效，成效显著。 面对今年外部环境仍然不利的情况，公司进一步加大内部管理挖潜力度，通过实

施技改、优化热电生产装置运行、加大比价招标力度等措施，上半年各项实物消耗同比均有不程度的降低，主要原料煤炭、

工业盐等价格下降幅度较大，自发电量增加，用电成本降低，同时扩大蒸汽销量。 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上半年因成本降低增

利6900万元。

三是加强安全管理，加大环保投入，确保了安全生产和废水、废气等达标排放。 今年通过采取交纳安全抵押金、加强全

员安全培训、查找安全隐患并限期整改、提高事故演练频次等措施，保证了安全生产，无重大事故发生；为适应国家环保下

一步的超低排放要求，公司提前对热电脱硫、脱硝、静电除尘以及污水处理厂完成升级改造。

四是公司积极落实国家“调结构、转方式”的政策，以重组并购的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提高公司盈利能力，扭转

亏损局面。 公司股票于2015年5月18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

3.1.1� �主营业务分析

（一）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87,426,392.28 711,954,038.60 -3.45

营业成本 678,773,195.22 680,965,013.10 -0.32

销售费用 24,596,560.57 17,993,882.05 36.69

管理费用 34,815,396.61 36,042,797.78 -3.41

财务费用 54,123,803.60 52,552,761.56 2.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456,896.72 76,214,284.97 -167.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21,723.62 -59,789,391.6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308,837.71 -72,997,422.52 不适用

研发支出 21,610,218.6 22,070,000.00 -2.08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CPE内销量增加，影响运输费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销售货款回收欠佳，且去年同期收到保险赔款3800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去年子公司亚星湖石恢复重建项目投资较大。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从潍坊亚星集团有限公司借款5000万元。

应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末8262.38万元较年初的4448.33万元增长85.74%，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CPE货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末435.16万元较年初的1353.70万元降低67.85%，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值税留抵税额

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末562.02万元较年初的33.96万元增长1554.83%，主要原因是：本期一年

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用增多。

长期待摊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末646.19万元较年初的31.13万元增长1975.64%，主要原因是：本期离子膜及重涂费

用增多。

其他非流动流产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末819.71万元较年初的231.85万元增长253.56%，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的工程款

增加。

预收账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末1016.50万元较年初降的2177.89万元低53.33%，主要原因是：预收蒸汽款本期转为收

入。

其他应付款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末8028.64万元较年初的3325.02万元增长141.46%，主要原因是：本期从潍坊亚星集团

有限公司借款5000万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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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4日起停牌，并于2015年5月18日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经过公

司申请，自2015年6月18日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申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年7月1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全票通过了《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过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0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年7月30日，亚星集团与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

第一大股东由亚星集团变更为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8月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全票通

过了《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过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8日起继续停

牌不超过二个月。 根据相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都发布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无

3.1.2�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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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868,051.55 664,751,740.07 1.21 -3.28 0.05 减少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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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氯化聚乙烯 421,634,939.85 447,927,954.56 -6.24 -3.75 3.53 减少7.47�个百分点

ADC发泡剂 44,982,259.59 42,895,445.35 4.64 0.95 5.25 减少3.89�个百分点

32%烧碱 61,226,803.69 47,676,653.53 22.13 -7.79 11.70 减少13.59�个百分点

水合肼 59,170,014.11 52,174,706.45 11.82 -23.14 -25.37 增加2.64�个百分点

其他产品 85,854,034.31 74,076,980.18 13.72 23.26 -5.56 增加26.33�个百分点

（二）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外 165,811,985.02 -31.64

国内 507,056,066.53 11.91

3.1.3� �核心竞争力分析

亚星化学主营氯化聚乙烯（CPE）、离子膜烧碱、水合肼、ADC发泡剂等高科技化学产品，同时从事新型化学材料的开

发和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含氯聚合物研发生产企业，具有一系列鲜明的差异性和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一、产品结构

1.技术高端，装备一流

亚星化学主导产品的生产装置和技术全部从德国引进，现拥有四套世界级技术水平及规模的化工装置,其中包括：赫

司特公司的CPE、拜耳公司的100%水合肼、拜耳公司的ADC发泡剂和克虏伯-伍德公司的离子膜烧碱等高端化学品装置。

亚星化学CPE采用全球独一无二的酸相法氯化专项技术制备，采用西门子公司和自主研发的自动控制系统，独有的工

艺和精准的控制赋予了产品优异的物理化学特性，奠定了其世界一流的地位。

采用德国拜耳公司酮连氮法技术生产的水合肼纯度高达100%，是目前中国屈指可数的能够生产这样高浓度水合肼的

企业。 虽然目前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但公司凭借先进的工艺，拥有独特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

采用德国拜耳公司无硫酸缩合技术生产的ADC发泡剂，以高浓度水合肼(80%以上)为原料，产品纯度高、发气量大、质

量稳定。 与国内其它厂家目前采用的硫酸法生产工艺(该工艺国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已全部淘汰)相比,�具有原材料利用

率高、能耗低、生产过程生成的副产品氨水及含酸废水可全部回收利用等优越性。 公司独创的ADC发泡剂产品后处理改

性技术工艺，根据颗粒度及改性方法可生产多种新牌号，扩大了产品的应用范围。

2.规模龙头，质量最优

亚星化学主导产品的生产规模居世界首位。 其中，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年产17�万吨CPE生产装置，稳居世界第一位。

高品质水合肼和ADC发泡剂两个产品的单套生产规模也居世界之最。

亚星化学所有主导产品的生产和质量管理均执行国际认定的技术标准，其优异品质赢得了崇高声誉。 其中，亚星化学

CPE和烧碱均被认定为山东名牌产品。 亚星化学商标于1992年注册，并在韩国、德国、中国台湾等地进行了商标注册，2006

年被认定为山东省著名商标，2009年获中国驰名商标。 2010年完成了CPE�和ADC发泡剂产品的欧盟REACH注册工作，

获得了该两种产品进入欧盟的通行证。

亚星化学是中国本行业第一个取得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 2007、2008年分别通过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亚星化学主导产品CPE采用的技术标准大大高于国内行业标准，质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水合

肼、ADC发泡剂和烧碱产品采用德国拜耳等世界500强企业的生产技术标准，产品质量指标全部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

3.产品多元，经济循环

近年来，企业坚持以氯碱为龙头，以含氯聚合物为主线，通过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和拉长产品链，发展相关功能化学品，

打造出一条布局合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目前，企业生产的烧碱用于制备水合肼，水合肼用来制备

发泡剂。 生产发泡剂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氨水及废盐酸分别全部用于水合肼和磷酸氢钙的生产。 而生产烧碱产生的氯气

又用于制备CPE和HCPE。 这种循环延长的产品链，构建起亚星化学独具特色的产品结构。 另外，还配套建设了十几套"三

废"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装置，水资源重复利用率达95%以上，废水、废气经处理后全部达标排放。

二、核心技术

1.工艺技术，全球独有

CPE是由高密度聚乙烯为原料经氯化反应制得的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其特殊的高分子结构形式决定了CPE具有优

良的柔韧性、阻燃性、低温性、耐候性、耐油性、耐化学品性、高填充性以及与PVC、ABS等有良好的相容性等一系列优异的

物理和化学性能，在塑料、建材、橡胶、油漆、颜料、轮船、造纸、纺织、包装以及涂料等行业具有广泛的应用。

目前，生产CPE的主要方法有水相法、盐酸相法。 国内外生产CPE的主要方法为水相悬浮法，其缺点是产品白度不高，

含酸废水不能回收利用，污水排放量大。 亚星化学CPE独家采用德国赫司特公司酸相法工艺技术，经过二十多年的创新发

展，生产技术更臻完善，具有一系列无可比拟的优势：

（1）酸相法工艺不需在反应体系加引发剂，加入的其它水溶性助剂仅为水相法的1%，因而产品残留的助剂及冲洗水

有机物含量非常低，排出废水的COD≤100mg/l。

（2）工艺流程短，能耗低。 据统计，盐酸相法吨CPE耗蒸汽2.5吨，水相法耗蒸汽达到6-10吨。

（3）副产盐酸循环利用，无废酸排放。 酸相法反应结束后，得到25%左右的盐酸，一部分可再配成20%的盐酸回用，其

余部分可作为工业盐酸销售。 水相法反应结束后，得到4%的酸性废水，无利用价值，只能中和后排放，造成水资源浪费和

一定程度的污染。

2.产销最大，牌号最多

亚星化学1990年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建成国内首套年产6000吨CPE生产装置，此后的20多年间先后进行了6次大规模

的技术改造和扩建，其中关键设备氯化反应釜的开发应用，从最初的12.5立方米发展到60立方米；工艺过程控制从最初传

统的模拟盘，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DCS控制系统。 而且亚星化学自主研发了新反应体系下的温度、压力、介质流量，反应

速率的数学模型，成功应用于CPE生产控制中，使CPE产品的品种牌号由引进时的3种增加到35种，成为目前全球CPE产销

量最大、品种牌号最多的企业。

三、创新能力

1.拥有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

围绕开发新型化学材料，亚星化学创建了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在含氯聚合物材料研究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中心设有含氯聚合物料研究中心、设计中心、中试生产基地、技术培训基地，形成了研究、设计、小中试、检测、产业一体化的

科研开发和工业化生产体系，保证了科研成果能够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技术中心配备了世界一流的实验仪器和研究手段，拥有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电子扫描电镜、差示扫描量热仪等仪器

设备135台(套)，设备价值885万元，完全满足公司技术创新、项目技改、科研立项、新产品开发和制品应用试验的需要。

2.生态文明建设加快

新上了离子膜烧碱原料淡盐水膜法脱硝装置，实现了芒硝（硫酸钠）的回收及淡盐水的零排放；新上的炉内脱硫装置

与炉外脱硫装置同时运行，锅炉烟气二氧化硫达标排放；以"白泥"取代石灰石中和废水试验及运行取得成功。 公司蝉联中

国石油和化工行业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称号。

3.�取得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内的几十项创新成果

近年来，亚星化学发挥行业带头作用，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平台，积极承担国家、省、市下达的科研项目和课题，先

后完成了高绝缘高弹性135A、2135ABS阻燃改性新材料等30多个新产品、新牌号的开发，多项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其中8种新型材料分别获得国家级新产品或国家重点新产品奖，填补了国内空白。 亚星化学先后获得和受理15项应用发明

和实用新型专利，自主开发的《5万吨/年氯化聚乙烯生产技术及装备的开发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中国石油

和化学工业一等奖。 其开发的新产品覆盖建材、汽车、IT、家电、煤矿、船舶、运输、电线电缆、涂料、蓬盖等诸多领域，使CPE

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性能、高附加值产品比例快速提升，进而有效地促进了我国CPE产业在高端应用领域的突破。

3.1.4� �投资状况分析

（一）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本公司目前尚无对外股权投资。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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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2)� �委托贷款情况

不适用

(3)� �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不适用

(2)�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不适用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不适用

（四）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子公司为亚星湖石，公司持有其75%股份，韩国LOTTE� CHEMICAL� CORP持有其25%股份。 亚星湖石主要从事氯

化聚乙烯的制造销售。 注册资本为37427.93万元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资产总计82920.09万元，本期实现营业收入28805.02

万元，营业利润-4800.45万元，净利润-5342.03万元。 亏损主要原因：亚星湖石产品比较单一，只有氯化聚乙烯一种产品，

本报告期该产品市场仍然不景气，价格下滑，致使公司盈利能力较低，本期产品CPE销售亏损2217.22万元，另外公司财务

负担较重，发生财务费用2452.79万元。

（五）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不适用

3.2�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3.2.1�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不适用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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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3.3� �其他披露事项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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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受国际国内经济持续不景气影响，公司主导产品下游用户开工率低，市场需求不足，导致公司上半年主导产品销售

不畅，且价格下跌。

2、为保持产销平衡，主导产品氯化聚乙烯开工负荷不足，产品成本偏高，同时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销售价格偏低，盈利

能力下滑。

3、公司负债规模大，融资成本高，财务费用负担重。

3.3.2�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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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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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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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王瑞林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0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600319� � � � � �编号：临2015-051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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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于2015年8月10日以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向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管人员发出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定于2015年8月20日现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的董事7名，实

际出席的董事7名。 出席的有董事王瑞林、孙岩、付振亮先生、吕云女士4名，独立董事李光强、梁仕念先生、冯琳珺女士3名。

本公司监事徐继奎、刘震、刘洪敏先生和高管人员王景春先生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2、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处理资产清查结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5-053《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处理资产清查结果的公告》）

3、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5-05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公

告》）

第2、3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600319� � � � �编号：临2015-052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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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于2015年8月10日以传真及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定于2015年8

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到3名。 出席的有监事徐继奎、刘震、刘洪

敏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主席徐继奎先生召集并主持了本次监事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1、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在全面了解和审核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后，全体监事一致认为本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015年半年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本报告期内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处理资产清查结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5-053《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处理资产清查结果的公告》）

3、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本公司同日披露的临2015-05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公

告》）

第2、3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600319� � � � � �编号：临2015-053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理资产清查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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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处理2015年6月末资产清查结果的基本情况

2015年8月20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处理资产清查结果的议案》。

根据公司内控制度要求，相关部门对2015年6月末资产进行了清查。 根据清查结果，对存在问题的资产进行了处理，具

体情况如下：

1、因实施节能降耗技改，对拆除或淘汰的陈旧落后且无维修利用价值的设备进行了报废处理。

报废资产原值25,550,690.56元，净额9,213,668.02元，其中子公司亚星湖石报废固定资产原值14,327,972.62元，净额

5,415,756.97元。

本次公司对部分固定资产进行报废处置相应减少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859,728.98元。

2、对部分挂账费用予以核销。

经相关业务部门进一步清理核实， 对确实无法正常处理的长期挂账的挂账费用进行了核销， 共10� 笔， 金额1,035,

823.93�元。 该部分费用以前年度已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采用账龄分析法或者个别认定法计

提了坏账准备，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极小，将减少本期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602.44元。

3、对部分无主负债予以核销。

经相关业务部门进一步清理核实，对不需要支付的其他应付款进行了核销，共 34笔，金额为 2,919,991.25� 元。 本次

清理的其他应付款的账龄均在 5�年以上，同时，相关当事人在 2009�年后与公司无实质性往来，且从未有要求公司支付上

述款项及主张行使相关权益的情形，亦未有发生针对上述款项的诉讼情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将确实无法

支付的其他应付款 2,919,991.25�元予以核销， 计入营业外收入， 将增加本期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919,

991.25�元。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2015年6月末资产清

查结果的处理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资产清查结果的处理，遵循了财务会计要求的谨慎性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对

2015年6月末资产清查结果的处理。

三、监事会意见

作为公司监事，对公司2015年6月末资产清查结果的处理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本次处理资产清查结果真实，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本次资产清查结果的处理，公允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没有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没有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同意本次《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处理资产清查结果的议案》。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亚星化学 股票代码：600319� � � � � �编号：临2015-05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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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基本情况

2015年8月20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

案》。

潍坊亚星湖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湖石” ），注册资本37,427.93万元，本公司出资28,070.95万元，持有75%

的股权。亚星湖石自 2012年以来持续亏损，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亚星湖石净利润分别为：-6,729.39�万元、

-12,675.80�万元、-7,075.76�万元，且该公司后续经营存在继续亏损的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

投资》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15� 年半年度对亚星湖石的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

值准备，金额为20,612.89万元。

本次计提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将减少 2015年半年报母公司利润总额20,612.89万元，不会影响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二、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

减值准备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遵循了财务会计要求的谨慎性原则，有利于保证公司规范运作，公允

反映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

提减值准备。

三、监事会意见

作为公司监事，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本次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

准备真实，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公允反映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状

况，没有违反国家的有关政策，没有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批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

会同意本次《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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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 股票代码 00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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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超 曹小超

电话 010-61712828 010-61712828

传真 010-61712828 010-61712828

电子信箱 ir@bjlirr.com caoxc@bjlir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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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219,546.15 893,605,888.58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006,670.67 120,183,919.76 -1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81,877,702.96 102,664,935.36 -2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471,916.94 -74,424,108.00 26.8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100 -1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 0.100 -1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6% 4.27%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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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9,392,516.57 4,039,408,978.83 6.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98,844,456.29 2,931,614,739.75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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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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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继增 境内自然人 23.96% 287,183,872 271,621,228

李胜男 境内自然人 5.10% 61,090,092 61,090,092 质押 34,000,000

牛俊高 境内自然人 5.03% 60,283,808 54,935,696

张广智 境内自然人 5.01% 60,050,076 60,050,076 质押 24,000,000

李苗春 境内自然人 3.41% 40,829,686 40,829,686

吴春玲 境内自然人 2.17% 26,000,000 0

李雅君 境内自然人 1.89% 22,673,056 22,673,056

郝不景 境内自然人 1.70% 20,405,392 18,912,288

赵世杰 境内自然人 1.65% 19,833,600 18,371,936

汪正峰 境内自然人 1.30% 15,547,124 14,409,3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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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上半年，在主要下游行业增速明显放缓的严峻的市场形势下，公司管理团队按照公司董事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带领全体员工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公司经营继续保持了稳步健康发展的增长态势，公司销售规模实现了逆势增长，取得了

较好的经营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93,121.9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2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9,700.67万元，同比下降19.28%。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429,939.25万元，负债总额98,802.3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总额299,

884.45万元，资产负债率30.19%，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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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392� � � � �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5-059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5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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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0号文核准，公司由主承销商民生证劵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

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375� 万股，每股面值 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42.00�

元。 截至2010�年4�月16�日止，公司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375�万股，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17,500,0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84,087,300.0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33,412,700.00元。 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0� 年4� 月

16�日全部到位，并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健正信验（2010）综字第010048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根据财政部《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10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号)的精

神，公司于2010年度对发行费用进行了重新确认，将本公司2010年4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生的7,735,300.00元广告费、

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调整计入了当期损益，最终确认的发行费用金额为人民币 76,352,000.00元，最终确定的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341,148,000.00�元。

2015年初募集资金余额525,235,142.73元，本年度募集资金利息收入14,528,404.51元，使用4,021,645.68�元，截止

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535,741,901.56元，其中：未到期理财产品496,000,000.00元，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39,741,901.56�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存放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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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08年3月2日经公司第一届三次董事会及2008年3月22日召开的2007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利尔）于2010年5月同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及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昌平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北京利尔于2013年7月同保荐人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洛阳利尔中晶光伏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利尔中晶）于2011年11月同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利尔新材料）于2012年1月同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共同

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利尔）于2011年1月同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及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洛阳关林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2013年7月26日注销）；辽宁

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利尔）于2011年4月同保荐人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

京昌平支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2014年3月14日注销)；北京利尔于2011年6月同保荐人民生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及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洛阳分行共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2014年5月6日注销）；马鞍山

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利尔）于2013年11月同保荐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开户银行徽商银行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洛阳利尔于2014年2月19日同保荐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开户银行中信银行洛阳古

城支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账户已于2015年6月10日注销）。 目前募集资金使用和监管协议执行情况良好。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公 司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存储

方式

北京利尔 工行小汤山支行活期 0200064929200030034 756,929.76 活期

北京利尔 洛阳交行活期 413069600018010075308 209,111.22 活期

利尔中晶 民生洛阳分行账户 4301014160001900 19,846.11 活期

利尔中晶 民生洛阳分行通知账户 4301014320000126 21,500,000.00

通知

存款

利尔中晶 中信洛阳分行存款账户 7394110182600038310 26,117.57 活期

利尔中晶 交通银行洛阳分行账户 413069600018010048645 279,377.45 活期

利尔新材料 农行上海罗泾支行账户 03-489710040093074 484,143.81 活期

利尔新材料 农行上海罗泾支行定期存款账户 03-489710040093074 16,466,375.61 定期

马鞍山利尔 徽商银行马鞍山分行开发区支行 1561701021000220321 0.03 活期

合计 39,741,901.56

2、截至2015年6月30日，未到期理财产品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发行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预计

利率

购买金额

项目

开始日

项目

到期日

洛阳

交行

蕴通财富日

增利S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3.60% 10,000,000.00 2014.03.31 2015.12.31

洛阳

民生

非凡资产管理智赢7

号

保本浮动收益型 6.20% 42,000,000.00 2014.12.20 2015.12.10

洛阳

民生

民生加银资管汇应5

号

保本浮动收益型 6.50% 54,000.000.00 2014.10.08 2015.10.08

洛阳

民生

民生加银资管汇应5

号

保本浮动收益型 6.30% 37,000,000.00 2014.10.20 2015.10.20

洛阳交行

交行久久养老月丰理

财98天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 177,000,000.00 2015.6.12 2015.9.21

民生银行 民生汇赢理财 保本浮动收益型 6.10% 93,000,000.00 2015.1.16 2016.1.16

民生银行

民生FGAA15265T理

财

保本浮动收益型 5.56% 83,000,000.00 2015.4.17 2015.7.17

合 计 496,000,0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五、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本报告期期初理财产品结余5.05亿元，报告期内公司累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6.10亿元，赎回6.19亿元，截止报告期末结

余4.96亿元。 明细如下：

（一）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14年7月31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稳得利180天系列产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106,

000,000.00元购买稳得利180天系列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4年7月31日到 2015年1月27� 日，期限180天；于2015年1月

27日 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共计108,770,520.55元。

2.公司于 2014年8月7日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稳得利180天系列产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63,

000,000.00元购买稳得利180天系列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4年8月7日到 2015年2月3日，期限180天；于2015年2月3日

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共计64,646,630.14元。

3.�公司于 2015年2月17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蕴通财富.日增利111天产品协议书》，使用人民

币174,000,000.00元购买蕴通财富 .日增利111天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5年2月17日到2015年6月08日，期限111天；于

2015年6月08日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共计176,804,498.63�元。

4. 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 《蕴通财富? 日增利S款集合理财计划产品协议

书》，使用人民币14,000,000.00元购买蕴通财富?日增利S款集合理财计划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4年3月31日起，持续运

作；2014年10月20日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1,020,186.30�元；2015年03月02日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

产品收益3,099,912.33�元。

5.公司于2014年7月10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汇赢5号专项PGTA14089B号

保本型对公理财产品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90,000,000.00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非凡信惠系列G05—13001号号保本型对

公理财保本型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4年7月10日至2015年1月10日，期限180天；2015年1月10日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

金和产品收益93,026,958.90元。

6.公司于2014年7月25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民生加银资管-民生保腾18期

保本型对公理财产品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50,000,000.00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民生加银资管-民生保腾18期保本型对公

理财保本型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4年7月25日至2015年1月30日，期限185天；2015年1月30日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

和产品收益51,550,000.00元。

7.�公司于2014年8月1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民生加银资管-民生保腾26期

保本型对公理财产品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50,000,000.00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民生加银资管-民生保腾26期保本型对公

理财保本型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2月1日，期限180天；2015年2月1日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

产品收益51,491,666.67�元。

8.�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民生民生理财FGAA15122T

保本型对公理财产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83,000,000.00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民生民生理财FGAA15122T保本型对公理

财保本型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5年2月16日至2015年4月16日，期限60天；2015年4月17日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

产品收益83,758,028.77�元。

（二）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15年6月12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交行久久养老月丰理财98天产品协议书》，使用

人民币177,000,000.00元购买交行久久养老月丰理财98天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5年6月12日到2015年9月18日，期限98

天；交通银行洛阳分行对此产品提供保本承诺，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该产品未到期。

2.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智赢7号理财产

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42,000,000.00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非凡资产管理智赢7号理财保本型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4

年12月20日至2015年12月10日，期限一年；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该产品未到期。

3.�公司于2014年10月12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加银资管汇赢5号专项保本

型对公理财产品协议书》， 使用人民币54,000,000.00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加银资管汇赢5号专项保本型对公理财保本型

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4年10月12日至2015年10月12日，期限一年；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该产品未到

期。

4.�公司于2014年10月20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加银资管汇赢15号理财产

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37,000,000.00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加银资管汇赢15号理财保本型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4年10

月20日至2015年10月20日，期限一年；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该产品未到期。

5.�公司于2015年1月16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加银资管汇赢理财产品协议

书》，使用人民币93,000,000.00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加银资管汇赢理财理财保本型产品，理财产品期限：2015年1月16日

至2015年1月16日，期限一年；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该产品未到期。

6.�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汇赢5号专项FGAA15512B

理财产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83,000,000.00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汇赢5号专项FGAA15512B理财保本型产品，理财产品

期限：2015年4月17日至2015年7月17日，期限90天；到期一次性返还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该产品未到期。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公司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形。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附表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1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4,114.80

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02.1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1,473.2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4,054.8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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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吨 /年

连铸功能耐火

材料项目

10,000吨/年连

铸功能耐火材料

项目

是 15,623.93 5,456.22 5,456.22 100.00% 参见附注

不适

用

是

永久性补充流动

资金

否 5,420.84 5,420.85 100.00% 2013.10.18

不适

用

否

收购马鞍山少数

股东股权及增资

否 2,238.83 2,238.83 100.00% 2013.5.8

不适

用

否

马鞍山滑动水口

功能耐火材料产

能提升项目

否 4,000.00 0.01 4,018.32 100.46% 2014.12.31 否 否

550

00

吨/

年

优

质

耐

火

材

料

项

目

45000

吨/年炉

外精炼

优质耐

火材料

项目

60,

000吨

/年炉

外精

炼优

质耐

火材

料项

目

60,000

吨/年炉

外精炼

优质耐

火材料

项目

是 16,785.48 5,796.62 5,796.62 100.00% 参见附注

不适

用

是

永久性

补充流

动资金

否 18,770.03 18,770.06 100.00%

2013年12月

27日

不适

用

否

4,000吨/年优质

耐火材料项目

否 2,865.85 2,865.85 2,865.85 100.00%

2011年06月

30日

不适

用

否

10,000

吨/年高

档陶瓷

纤维及

制品

10,000吨/年高

档陶瓷纤维及制

品

是 4,520.01 参见附注

不适

用

是

2.5万吨/年RH精

炼无铬环保耐材

否 5,851.88 5,864.73 101.17% 2014.12.31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39,795.27 50,400.27 50,431.47 100.06% - - -

超募资金投向

投资内蒙古包钢利尔高温材料

有限公司

否 7,500.00 7,500.00 7,500.00 100.00%

2011年03月

30日

不适

用

否

收购洛阳利尔公司少数股东股

权

否 357.53 357.53 357.53 100.00%

2010年12月

18日

不适

用

否

对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增资

否 1,862.86 1,862.86 1,862.86 100.00%

2011年04月

02日

不适

用

否

洛阳利尔公司透气砖生产线扩

建工程

否 1,000.00 1,003.56 1,003.56 100.00%

2011年12月

31日

不适

用

否

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

材料项目

是 7,034.32

不适

用

是

设立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 否 5,000.00 5,000.00 3,496.86 69.94% 否 否

收购马鞍山开元新材料有限公

司

否 2,000.00 2,000.00 2,000.00 100.00%

2011年07月

02日

不适

用

否

收购伊川建合公司 否 568.54 568.54 568.54 100.00%

2011年08月

20日

不适

用

否

5000吨/年多晶硅工程 否 60,000.00 60,000.00 402.15 10,334.01 17.22%

2017年07月

31日

否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否 2,500.00 2,500.00 2,500.00 100.00%

不适

用

否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否 9,000.00 9,000.00 9,000.00 100.00%

不适

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96,823.24 89,792.49 402.15 43,623.35 48.58%

合计 -

136,

618.51

140,

192.77

402.15 94,054.82 67.0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

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5000吨/年多晶硅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多晶硅行业的市场环境等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了保护股东

权益，公司对该项目采取了更加审慎的态度，加大了市场调研和工艺技术论证的力度，致使该项目的投

资进度较项目实施计划有所延迟。 公司会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根据项目的宏观环境改变而调整

项目的实施进度。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

况说明

1、5000吨/年多晶硅项目参见上述说明。

2、由于技术进步原因，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投资需求降低；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变

化情况，公司拟将“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调整为“4,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

目”

3、“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产能通过公司的行业整合已经完成；为了合理配

置公司内部资源，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公司决定终止“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

目” 。

4、根据目前陶瓷纤维产能过剩的市场现状，“10,000�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不宜再继

续新建。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

展情况

1.2010年4月28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

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2,500万元归还公司未到期银行借款2,500万元；

2.�2010�年9�月26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洛阳利尔

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用超募资金1,000.00万元对洛阳利尔进行单方面增资；

3.2010年11月3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

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357.525万元收购洛阳利尔的股权；

4.2011年3月3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与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司合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7,500万元人民币投资设立子公司；

5.2011年4月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不超过1,950万元超募资金

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1,862.8644万元对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增资，由

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

6.2011年4月22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9,000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9,000万元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7.2011年7月12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实施5,000吨/年多晶硅项

目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600万元收购伊川建合硅业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使用超募资金6亿

元对建合硅业进行增资。

8.�2011年7月12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2,000.00万元收购马

鞍山开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2,000.00万元收

购马鞍山开元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进行增资。

9.2011年8月22日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设立上海利尔新材料

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使用超募资金5,000万元设立上海利尔新材料有限公司；公司5000万元出资

已经全部投出，上表69.94%的投资进度为实际支出金额占5000万元出资总额的比例。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

更情况

1、2011年1月3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45,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从由公司通过单向增资子公司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在洛阳进行建设，变更为公司在

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独资设立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实施，该项目的建设规模由“45,

000�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晶石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生产线（项目包括优质尖晶石砖30,000�吨/年，

优质低碳镁碳砖15,000吨/年）” ，变更为“60,000�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晶石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

生产线（项目包括优质尖晶石砖30,000�吨/年，优质低碳镁碳砖30,000�吨/年）” 。

2.2013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决议使用北京1万吨/年连铸项目未使用资金2,238.83万元收购马鞍山利尔少数股东股权，并对马

鞍山利尔实施增资。

3.2013年10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

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公司将“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拟调整为“4,000�吨/年连

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该项目未投入募集资金为 7,928.89�万元，公司使用其中 4,000�万募集资金向

马鞍山利尔增资，由马鞍山利尔实施“滑动水口功能耐火材料产能提升项目”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

整情况

1.2011年1月3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45,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实施主体

和实施地点从由公司通过单向增资子公司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在洛阳进行建设，变更为公司在

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独资设立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实施，投资总额变更为23,819.80

万元，资金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分配给原“45,000�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耐火材料项目”项

目的16,785.48万元以及超募资金中的7,034.32�万元投资上述项目。

2.2013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决议使用北京1万吨/年连铸项目未使用资金2,238.83万元，收购马鞍山利尔少数股东股权，并使用

1万吨/年连铸项目资金1,500万元增资马鞍山利尔。

3.2013年10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

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公司拟对“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进行变更。 将该项目拟调

整为“4,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 截至 2013�年 8�月 31�日，该项目未投入募集资金为

7928.89�万元，公司拟使用其中 4,000�万募集资金向马鞍山利尔增资，由马鞍山利尔实施“滑动水口功

能耐火材料产能提升项目” ，将马鞍山利尔的滑动水口产能由目前的 3,000�吨/年增加至 8,000�吨/

年。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金额总计 4,000�万元，占原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的 25.6%。

4、2013年10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

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将“4,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节余募集资

金3928.88万元及利息收入1491.97合计5,420.85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

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5、2013年12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

案》。 公司拟将“10,000�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2.5�万吨/年RH�精炼用无铬环保型

耐火制品项目” 。 变更后的项目实施主体不变，公司拟使用“10,000�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

计划投资的全部募集资金 4,520.01万元及所有募集资金部分利息 1,331.8711�万元（总计 5,851.8811�

万元）向洛阳利尔增资，由洛阳利尔实施“2.5�万吨/年 RH�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

6、2013年12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60,000吨/年炉外

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终

止实施“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187,700,346.22元（包括剩余募集资金 180,231,794.25�元,及扣除银行手

续费后的利息收入7,468,551.97�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建设完善辽宁镁质耐火材

料基地和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所需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

置换情况

为保证项目可以顺利实施，公司在幕投资金到位以前已先行投入部分自筹资金，进行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建设。 2010年4月29日，在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将募集资金6,284.62万元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保荐机构民生证劵有限责任公司及全体独立董事对此

均出具了同意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情况

1，2010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7,000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六个月，自

2010年10月28日至2011年4月27日止，截止到2011年4月19日，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7,000万

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本公司保荐机构和

保荐代表人。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结束。

2，2012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中的闲置募集资金3,000万元暂时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六个月，自2012年12月10日至2013年6月9日。 截止到2013年5月23日，

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3,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

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本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结

束。

3.�2013年5月30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使用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中的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十二个月，自2013年5月30日至2014年5月29日。 截止到2013年10月

31日，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5,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

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本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

项已结束。

4.2014年10月27日第三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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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使用5000吨/年多晶硅项目的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

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

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及委托理财中，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后续投入。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

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编制单位：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

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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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

质耐火材料项目

45,000吨/年炉外精炼

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5,796.62 5,796.62 100.00% 0.00 否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0,000吨/年炉外精炼

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18,770.03 18,484.39 18,770.06 100.00% 否

收购马鞍山利尔少数股东

股权

10,000吨/年连铸功能

耐火材料项目

2,238.83 2,238.83 100.00% 否

马鞍山滑动水口功能耐火

材料产能提升项目

10,000吨/年连铸功能

耐火材料项目

4,000.00 2,926.46 4,018.31 100.00% 否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10,000吨/年连铸功能

耐火材料项目

5,420.84 5,420.84 100.00% 否

2.5�万吨/年RH�精炼用无

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10,000�吨/年高档陶瓷

纤维及制品项目

5,851.88 5,864.73 5,864.73 100.00% 否

合计 - 42,078.21 27,275.57 42,109.39 100.00%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

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

项目）

1、2011年1月30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从由公司通过单向增资子公司洛阳利尔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在洛阳进行建设，变更为公司在辽宁省海城市经济开发区独资设立辽宁利尔高温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实施，该项目的建设规模由

"45,000�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晶石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生产线（项目包括优质尖晶石砖30,000�吨/年，优质低碳镁碳砖15,000

吨/年）"，变更为"60,000�吨/年炉外精炼用优质尖晶石砖和优质低碳镁碳砖生产线（项目包括优质尖晶石砖30,000�吨/年，优质低

碳镁碳砖30,000�吨/年）"。 变更原因：1)、原项目中优质尖晶石砖、低碳镁碳砖产品所用原料中80%以上为各种镁砂原料，目前国内

的镁砂原料几乎全部来自于辽宁海城、大石桥一带。 2)、目前北京利尔的主要市场集中在华北、东北地区，3)、辽宁海城地区是我国

最主要的镁砂资源地，由于原料产地对镁质资源外运出省政策的调整，可能大幅增加北京利尔的原材料采购成本，在辽宁省海城市

经济开发区建设该项目，可以有效规避上述风险。 4)、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高速发展的汽车、家电、高铁、石油管线等行业对优

质、特种钢等洁净钢的需求量越来越大。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1-002号公告。

2、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4月1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的议案》，使用“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尚未使用资金738.83万元收购张庆平、蒋明学、汪慧琴等10名自然人持有

的马鞍山利尔开元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山利尔” ）27%的股权，并使用该项目中的1,500万元对马鞍山利尔进行增资。

交易完成后，马鞍山利尔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变更原因：“1）技术进步，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投资降低，依托

公司雄厚的技术研发实力，公司持续对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的工艺技术、工艺装备等进行持续不断的技术改进和创

新，在关键生产工艺上目前已经取得较大的突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生产过程中的热处理时间得到大幅度降低，实现10,000吨/年

连铸功能耐火材料产能需要的投资低于投资概算。 2）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提升整体承包配套能力，随着公司钢包耐火材料整体承

包业务的快速发展，对精炼钢包滑动水口等功能耐火材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马鞍山利尔原来的产能规模已经不能适应公司钢包

整体承包业务发展的速度需要，急需增加滑动水口产能，以适应公司钢包耐火材料整体承包业务的发展需要。 3）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将“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部分募集资金变更为收购马鞍山利尔少数股东权益并对其

增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影响原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能够增加公司钢包用功能耐火材料的产能，有效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3-017号公告。

3.2013年10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地点和产能的议案》公司

拟对“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进行变更。 将该项目拟调整为“4,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 截至 2013�年

8�月 31�日，该项目未投入募集资金为 7,928.89�万元，公司拟使用其中 4,000�万募集资金向马鞍山利尔增资，由马鞍山利尔实施

“滑动水口功能耐火材料产能提升项目” ，将马鞍山利尔的滑动水口产能由目前的 3,000�吨/年增加至 8,000�吨/年。 本次变更募

投项目金额总计 4,000�万元，占原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的 25.6%。 变更募投项目“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的原因：1)、技术进步，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投资降低。 2)、完善公司产品结构，提升整体承包配套能力。 3)、

根据市场需求变化情况，公司拟将“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调整为“4,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 同时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的提升，使用自有资金提升该项目的产能，满足公司整体配套能力连铸功能耐火材料的需

求。 4、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3-055号公告。

4、2013年10月1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公司拟将“4,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合计5,420.85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资金。 变更募投项目“10,000�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为

充分发挥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解决公司经营规模扩大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公司拟将“4,000�

吨/年连铸功能耐火材料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5,420.85�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所需资金。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3-055号公告。

5、2013年12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将“10,000�吨/

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变更为“2.5�万吨/年RH�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 变更后的项目实施主体不变，公司拟使

用“10,000�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 计划投资的全部募集资金 4,520.01万元及所有募集资金部分利息 1,331.8711�万元

（总计 5,851.8811�万元）向洛阳利尔增资，由洛阳利尔实施“2.5�万吨/年 RH�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 变更募投项目的

原因：1)、根据目前陶瓷纤维产能过剩的市场现状，“10,000�吨/年高档陶瓷纤维及制品项目”不宜再继续新建。 2）、本项目是绿色

节能环保新型耐火材料。 3)、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显著。 4)、随着公司钢包耐火材料整体承包业务的快速发展，对精炼

钢水用耐火材料的需求也越来越大，“2.5�万吨/年 RH�精炼用无铬环保型耐火制品项目” 可以完善公司的产品结构，更好地满足公

司整体承包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3-066号公告。 报告期实施对洛阳利尔增资。

6、2013年12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

该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终止实施“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并将

“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187,700,346.22元（包括剩余募集资金180,231,794.25�元,

及扣除银行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7,468,551.97�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建设完善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和扩大

生产经营规模所需资金。 终止“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的原因：1)、“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

目”产能通过公司的行业整合已经完成。 2)、公司建设完善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对资金的需求。 为了合理有效配置公司内部资

源，避免重复投资和重复建设，公司决定终止“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 同时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加快

公司辽宁镁质耐火材料基地的建设步伐，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将“60,000吨/年炉外精炼优质耐火材料项目” 节余募集资金

及利息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详见2013-066号公告。 报告期实施补充流动资金的程序。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

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392� � � � � �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5-060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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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继增先生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8月15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1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8名，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3名。

公司监事和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5年半年

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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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

案》。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92� � � � �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5-061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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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洛州先生召集和主持。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8月15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

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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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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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

案》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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