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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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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普股份 603020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葛文斌 孔史杰

电话 86-21-66523100 86-21-66523100

传真 86-21-66523212 86-21-66523212

电子信箱 gewenbin@cnaff.com kongshijie@cna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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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310,831.53 1,112,167,747.04 7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7,380,755.67 876,810,881.39 9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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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67,415.14 -50,315,298.81

营业收入 962,344,609.64 876,104,991.37 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580,489.26 87,704,872.58 15.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95,673,480.37 78,778,460.05 21.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3 11.14 减少3.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256 0.7309 -0.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56 0.7309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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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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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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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中浩 境内自然人 35.38 56,610,000 56,610,000 无

上海馨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00 19,200,000 19,200,000 无

上海轶乐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6 6,660,000 6,660,000 无

王圣文 境内自然人 2.60 4,160,000 4,160,000 无

费文耀 境内自然人 2.23 3,570,000 3,570,000 无

吴音 境内自然人 2.23 3,570,000 3,570,000 无

张敏 境内自然人 2.06 3,300,000 3,300,000 无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成长

2013-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85 2,965,194 0 无

周凤剑 境内自然人 1.50 2,400,000 2,400,000 无

梅国游 境内自然人 1.40 2,244,000 2,244,000 质押 333,300

胡勇成 境内自然人 1.40 2,244,000 2,244,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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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确定的经营计划，采取以点带面、重点突破的营销策略，不断坚持研发

投入和新产品开发。 公司一直把产品安全、 质量标准工作放在首位 （尤其是食用香精和食品配料业务

中），产品质量保持稳定。 在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下，公司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较好的完成了董事

会确定的阶段性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6,234.46万元，同比增长9.8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158.05万元，同比增长15.82%。

董事会分析认为，随着下游食品饮料行业和日化行业持续增长，香料香精和食品配料市场需求将继

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香精、香料和食品配料搭配的“一站式” 服务方案、公司高标准的食品安全体系，

将继续保证公司核心客户的稳定，并进一步成为战略合作伙伴。董事会对公司未来可持续发展保持乐观。

3.1.1主营业务分析

3.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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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2,344,609.64 876,104,991.37 9.84

营业成本 717,839,576.33 656,973,692.08 9.26

销售费用 50,256,888.11 42,861,300.09 17.25

管理费用 61,711,409.47 61,157,657.26 0.91

财务费用 -767,707.45 477,076.17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867,415.14 -50,315,298.81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9,390,318.37 45,519,635.2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2,692,599.44 -43,457,517.90 不适用

研发支出 13,510,455.55 15,050,485.33 -10.23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货款回笼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本期对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开发行股份后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3.1.1.2其他

3.1.1.2.1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3.1.1.2.2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无

3.1.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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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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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精香料制

造

288,184,042.77 159,442,057.39 44.67 -0.59 0.84 减少0.79个百分点

食品配料贸

易

665,618,936.33 555,241,366.21 16.58 15.04 12.01 增加2.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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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 精 249,936,242.12 134,921,032.08 46.02 1.22 3.31 减少1.09个百分点

香 料 38,247,800.65 24,521,025.31 35.89 -11.03 -10.87 减少0.11�个百分点

食 品

配 料

665,618,936.33 555,241,366.21 16.58 15.04 12.01 增加2.26个百分点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 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中国大陆 917,075,413.12 9.41

其他国家或地区 36,727,565.98 21.18

3.1.3核心竞争力分析

3.1.3.1香料香精全产业链优势

3.1.3.1.1能够自给生产核心香料

作为香精生产企业的核心原料，香料不能完全依赖市场采购。作为核心竞争能力的体现，公司拥有自

己的香料生产基地，能够生产多种合成香料，在满足自身下游需求的同时部分对外销售，不但有效保证了

香精业务的优势，同时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3.1.3.1.2香精产品涉及面广、品种齐全

公司目前能够生产食用、日化和烟草三大类香精。

3.1.3.1.3产品质量稳定，安全可靠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生产操作程序和监控制度，对原材料和产成品的出入库进行标签管理，严格的质

量保障体系取得了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质量认可，也使公司能够长期稳定发展。

3.1.3.2专业的食品配料经销优势

公司在国内食品配料经销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具体如下：

3.1.3.2.1较为完善的销售网络。

3.1.3.2.2专业的销售团队。

3.1.3.2.3拥有较为先进的食品冷链物流系统，以保证乳脂制品等的口感和产品安全。

3.1.3.2.4拥有丰富的食品配料运作经验，可以协助上游供应商完成国内优质客户甄别、专业化产品选

择、细分区域规划等各类市场营销策略服务。

3.1.3.2.5具备较强的资金实力和市场信誉，便于国际结算和批量化产品吞吐。

3.1.3.3从食用香精到食品配料的一体化服务优势

3.1.3.4技术优势

3.1.3.4.1强大的研发实力

公司拥有原国家人事部批准设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市（2010年首批）创新型企业、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技术中心被认定为上海市企

业技术中心。

3.1.3.4.2技术专利

公司现拥有国内专利29项，其中：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1项；国外专利2项，另有20余项发明

专利已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

3.1.3.4.3合作开发机制

除持续增加投入、加强自主研发之外，公司长期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

农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就一些尖端技术及项目进行合作开发，为研发核心技术作好储备。

3.1.3.5营销优势

公司在全国主要省市设立子公司，并对重要客户采取专人直销服务，以适应和深化一体化的服务优

势。 公司始终坚持“服务为先、客户满意”的营销理念，采取销售搭台、技术唱戏、团队服务的营销模式。

3.1.3.6品牌和客户优势

随着业务不断发展，“爱普” 商标连续多年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2009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 经过多年积累，公司已与众多国内外知名公司建立了稳定的业务关系。

3.1.4投资状况分析

3.1.4.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无

3.1.4.1.1证券投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序号

证券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金额（元）

持有数量

（股）

期末账面

价值（元）

占期末证券总投

资比例

（%）

报告期损益

（元）

1 400049 花雕1 873,326.00 200,000 106,000.00 100% 0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 / / /

合计 873,326.00 200,000 106,000.00 100% 0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持有的闽越花雕法人股账面净值为10.60万元，由于该股票已退市、无活跃市场报价，

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按成本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已充分计提减值准备。

3.1.4.1.2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不适用

3..1.4.1.3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不适用

3.1.4.2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3.1.4.2.1委托理财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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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定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类

180,000,

000.00

2015-6-

26

2015-10

-19

预计最高

年化收益

率为4.5%

2,574,

246.58

是 否 否

自有

资金

招商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

定 期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类

27,000,

000.00

2015-6-

26

2015-10

-19

预计最高

年化收益

率为4.5%

386,

136.99

是 否 否

募集

资金

合计

207,000,

000.00

2,960,

383.57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0

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对额度上限为75,7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

关合同文件，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12个月内滚动

使用。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额度范围内公

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部负

责组织实施。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12个月内滚动使用。

3.1.4.2.2委托贷款情况

不适用

3.1.4.2.3其他投资理财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不适用

3.1.4.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1.4.3.1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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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首次发行 757,000,000.00 181,841,562.16 181,841,562.16 575,158,437.84

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

合计 757,000,000.00 181,841,562.16 181,841,562.16 575,158,437.84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本报告期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81,

841,562.16元， 其中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127,333,

684.31元；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54,507,877.85元。

3.1.4.3.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承诺项目名

称

是否

变更

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

金额

募集资金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是否

符合

计划

进度

项目进度

预计

收益

产生

收益

情况

是否

符合

预计

收益

未达到

计划进

度和收

益说明

变更原

因及募

集资金

变更程

序说明

香精扩产及

香精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否 16,000.00 2,680.85 2,680.85 是 16.75% 是

新建香料生

产基地及香

料研发中心

项目

否 26,000.00 9,400.00 9,400.00 是 36.15% 是

食品配料物

流中心项目

否 18,000.00 1,103.30 1,103.30 是 6.13% 是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15,700.00 5,000.00 5,000.00 是 31.85% 是

合计 75,700.00 18,184.15 18,184.15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

使用情况说明

本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截至报告期末，募集资金承诺项目的实际进度正常。

3.1.4.3.3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不适用

3.1.5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3.1.5.1主要子公司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全称 主要产品及服务 持股 比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上海爱普植物科技

有限公司

香精香料 100% 13,000.00 17,084.59 11,056.07 7,333.29 -161.58

上海凯信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租赁服务 100% 2,000.00 2,770.53 2,600.93 486.24 227.59

爱普香料 (美国)有

限公司

香精香料 100% 200万美元 2,218.94 998.93 2,056.28 78.98

河南华龙香料有限

公司

香精香料 53% 1,500.00 4,374.11 2,092.65 3,257.98 452.29

上海爱普香料种植

有限公司

生物资产 100% 500.00 939.05 65.09 6.22 -46.24

上海爱普食品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食品配料 100% 10,000.00 43,406.72 29,184.33 68,332.02 4,806.52

上海傲罗迈香料技

术有限公司

研发 51% 150.00 162.55 156.92 27.34 -0.36

上海浦佳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香精、食品配料 51% 1,000.00 3,684.54 537.75 4,024.42 237.75

3.1.5.2主要参股公司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单位全称

主要产品

及服务

持股

比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上海乐嘉可可食品

服务有限公司

食品配料 50% 200.00 2,117.60 789.20 1,944.43 53.98

3.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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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方案： 以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16,000�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3元（含税），共计48,000,000.00元，公司于2015年6月9日实施了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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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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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其他披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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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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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全称

上海爱普植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凯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普香料(美国)有限公司

河南华龙香料有限公司

上海爱普香料种植有限公司

上海爱普食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爱普北方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爱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爱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爱普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广州爱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爱普凯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爱普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乐豪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青岛爱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爱普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傲罗迈香料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浦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浦佳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武汉爱普食品配料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报表范围详见本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及“九、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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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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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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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已于2015年8月14日

以现场送达、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5年8月25日上午10时在上海市高平路733号公司

8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中浩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爱普香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2、审议并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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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了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聘任孔史杰先生

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孔史杰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在其他单位兼职，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

戒情形。

孔史杰先生简历及联系方式附后。

表决情况：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孔史杰先生简历

孔史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1984年2月，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 历任华

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杭州营业部客户经理，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浙江滕头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经理。 2015年5月至今，任职于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部。

孔史杰先生的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高平路733号； 邮政编码：200436

联系电话：021-66523100； 传真：021-66522787

办公邮箱：kongshijie@cnaf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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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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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8月14日以

现场送达、电话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5年8月25日下午14时在上海市高平路733号公司8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杜毅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本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爱普香料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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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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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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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证监会公告[2012]44号）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证公字[2013]13

号）的规定，现将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截至 2015年6月30日募

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304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0万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20.47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1,88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6,180万元，公司本次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5,700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15）第0740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上半年使用金额及余额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

筹资金127,333,684.31元；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54,507,877.85元。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

金余额为579,248,298.21元（含利息）。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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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2号》”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修订并实施了《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

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公司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分别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行、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川北支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北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市闸北支行，开设银行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上述银行、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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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专用账户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至2015年6月30日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卢湾支

行

216120100100127453 160,000,000.00 134,951,125.5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川北支

行

121903115310505 260,000,000.00 167,397,382.59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

北支行

36560188000126465 180,000,000.00 169,320,930.6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闸北支行

1001265029300219124 157,000,000.00 107,578,859.45

合计 — 757,000,000.00 579,248,298.2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5年4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为人民币127,333,684.31元。 上会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

具了上会师报字(2015)第2742号《关于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鉴证报告》。

公司于2015年6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以募集资金人民币127,333,684.31元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均对该事项发表

了同意意见。

公司已于2015年6月30日前完成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的募集资金置换工作。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披露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5-018）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5年4月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对额度上限为

75,7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现金管理仅限于购买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且流动性好、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投资产品，资金可在12个月内滚动使用；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

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

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理财产品情况，见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之“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不适用。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监管指引第 2�号》以及中国证监会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履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5日

附件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757,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1,841,

562.1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1,841,

562.1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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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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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精扩产及香精研发中心建

设项目

否

160,000,

000.00

-

未做分期

承诺

26,808,

549.04

26,808,

549.04

- - -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新建香料生产基地及香料研

发中心项目

否

260,000,

000.00

-

未做分期

承诺

94,000,

000.00

94,000,

000.00

- - -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食品配料物流中心项目 否

180,000,

000.00

-

未做分期

承诺

11,033,

013.12

11,033,

013.12

- - -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57,000,

000.00

-

未做分期

承诺

50,000,

000.00

50,000,

000.00

- - -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合计 -

757,000,

000.00

- -

181,

841,

562.16

181,

841,

562.16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见本报告三、2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见本报告三、3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见本报告三、4

用超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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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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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创高新 股票代码 00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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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雅超

电话 027-87617347

传真 027-87617400

电子信箱 p20732@sin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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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63,223,246.68 463,295,303.59 463,295,303.59 -0.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52,898.54 1,964,357.00 1,964,357.00 12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726,376.64 1,903,322.49 1,903,322.49 95.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8,976,519.33 -135,700,148.35 -135,700,148.35 41.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2 0.0045 0.0045 1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2 0.0045 0.0045 12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9% 0.26% 0.26% 0.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055,194,109.22 2,317,635,027.22 2,317,635,027.22 -1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55,135,878.71 752,618,909.16 752,618,909.16 0.33%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2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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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42.25% 186,000,000 0 质押 145,000,000

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5.48% 24,000,000 0

钟俊

境内自

然人

4.20% 18,400,000 0

熊琦

境内自

然人

0.43% 1,898,300 0

王红珍

境内自

然人

0.32% 1,411,100 0

申小玲

境内自

然人

0.31% 1,343,839 0

李明雷

境内自

然人

0.25% 1,115,200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量

化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5% 1,094,677 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云都

来1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25% 1,080,000 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耀汇金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2期）

其他 0.24% 1,067,2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自然人熊琦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1,898,300股；自然人申小

玲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1,343,839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年上半年，世界经济仍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实体行业呈需求

缩减态势，在效益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公司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通过调整产品结构以增强产品盈利

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以增强产品的性能与附加值、创新管理模式以提高经济效益以及调整人才培养模式

以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四个方面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推动公司的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顺应市场发展需要，公司着力加强道路养护市场的开发，加大道路技术板块的投入，加大

市场营销力度，拓宽营销渠道；同时，健全内部控制管理机制，重视应收账款回款工作，加大回款力度，提

高回款率，加强产品质量监管，以保证产品质量。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7,350.86万元，同比增长2.20%；利润总额1,336.01万元，同比增长

50.9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5.29万元，同比增长126.68%；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总资产

205,519.41万元，比期初减少11.3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75,513.59万元，比期初增长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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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庆寿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77� � � � � � �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编号：2015-063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8月14日以电话、 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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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编号：

2015-064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2015

年8月14日以电话、 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于2015年8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过讨论，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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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报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公司代码：

603020

公司简称：爱普股份

爱普香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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