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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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信股份 603599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葛坤兴 李新春

电话 0563-6832979 0563-6832979

传真 0563-6832008 0563-6832008

电子信箱 guangxinzq@chinaguangxin.com guangxinzq@chinaguangx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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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609,984.07 2,162,789,762.63 3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185,510,362.07 1,390,188,468.68 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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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342,808.78 -3,066,171.90 -2,552.91

营业收入 785,020,911.83 510,598,197.31 5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87,205,967.30 85,177,335.48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4,454,332.30 83,092,591.06 1.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62 6.68 减少1.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0 -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 0.60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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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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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广信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1.92 97,730,000 97,730,000 无

广德广信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50 16,000,000 16,000,000 无

安徽省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5 6,862,999 6,862,999 无

安徽兴皖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7 6,531,522 6,531,522 无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

户

其他 2.31 4,353,007 4,353,007 无

安徽国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 3,432,472 3,432,472 无

陈永贵 境内自然人 0.32 600,000 600,000 无

葛坤兴 境内自然人 0.32 600,000 600,000 无

过学军 境内自然人 0.32 600,000 600,000 无

杨芳 境内自然人 0.32 600,000 60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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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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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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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面对复杂多变和经济下行的态势，公司采了多种措施应对，在公司上下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上半年实现了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利润增长。

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5亿元，同比增长53.75%，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8,720.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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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合并范围包括全资子公司安徽广信集团铜陵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铜陵广

信” ）、安徽东至广信农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至广信” ），上述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本

附注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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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3599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编号：临

2015-027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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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5日上午9点30分，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方式发

出。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黄金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

事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8月2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

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8月2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8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599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编号：临

2015-028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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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5日上午11点，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

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安胜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进行了认真严格地审核：认为：

（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上半年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报告的编制

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监事会成员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3）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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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

责任。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上市公司董事会须每半年出具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且须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见公司2015年8月25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的2015-030号公告。

公司监事会认为：2015年上半年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符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关于公司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2015年上半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08�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599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编号：临

2015-030

广信股份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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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公司2015半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 707号文批准《关于核准安徽广信农化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4,706万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

价格16.11元，募集资金总额为758,136,600.00元，扣除保荐承销费用40,906,830.00元后

的募集资金为717,229,770.00元，2015年5月8日已由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林证券” ）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扣除其他发行费16,515,070.00元，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700,714,700.00元。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普

天健” ) 于2015年5月8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会验字[2015]

2435号。 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当前余额为 701,003,207.94�元（包括累计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账户管理费等的净额 288,507.94�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

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开立募

集资金专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德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内 （账号 ：

187233149349），2015年5月8日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2015年6月1日分别与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德支行、徽商银行宣城广德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德县支行

（以下简称“开户银行” ）及保荐机构华林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该等协议的履行也不存在问题。 截止2015年6月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协议的规定履行

了相关职责。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截止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专户银行名称

对应的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

银行账号/产品类型 账户性质 期末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德支

行

年产3,000吨磺酰基

异氰酸酯系列产品

项目

187233149349 活期户 257,144,069.2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德支

行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87233149349 活期户 200,112,128.98

徽商银行宣城广德支行

年产10,000吨甲基

硫菌灵项目

2610301021000149067 活期户 134,661,713.7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德县支行

年产8,000吨敌草隆

项目

12076001040209998 活期户 85,295.98

单位定期 定期存款 109,000,000.00

合计 701,003,207.94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2015年半年度）” 。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有效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在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上

进行了前期投入，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

投资金额为 5,708.90�万元。

上述自筹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尚未进行置换。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存放方式为活期和定期存款两种方式，未进行理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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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已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不存

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5年半年度）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5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70,071.47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72.0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708.90

变革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如有)

募投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总额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2)/(1)

（%）

本期实

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期

收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3,000吨

磺酰基异氰酸

酯系列产品项

目

否 25,700.00 25,700.00 1072.03 1,606.62 6.25

项目尚

在建设

中

否

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0.00 不适用 否

年产10,000吨

甲基硫菌灵项

目

否 13,463.03 13,463.03 415.25 3.08

项目尚

在建设

中

否

年产8,000吨

敌草隆项目

否 10,908.44 10,908.44 3,687.03 33.80

1,

458.47

否

合计 70,071.47 70,071.47 1,072.03 5,708.90 - - - -

注1：本表中“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均为以自有资金

投入金额，自有资金投入金额尚未进行置换。

注2：2012年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建设年产8,000吨敌草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期工程4,

000吨产能并于年底正式投产，二期工程尚未建设。

注3:�年产8,000吨敌草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期实现收益为 1,458.47万元，为敌草

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一期工程4,000吨产能2015年1-6月产生利润总额， 比敌草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分析预测增长35.31%。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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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晟有色 600259 ST有色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远芳 王东

电话 020-87705052 020-87226381

传真 020-87649987 020-87649987

电子信箱 gsys87226381@163.com gsys872263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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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122,706,486.64 3,727,196,289.27

3,727,196,

289.27

10.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70,554,921.02 822,897,013.32 822,897,013.32 -6.36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1-6月）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2,114,735.60 -160,453,457.52 -188,017,431.15 不适用

营业收入 1,409,992,430.41 1,102,814,667.94 972,020,706.32 2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002,021.39 11,795,522.59 6,984,128.85 -39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6,784,298.39 -3,941,120.80 -8,760,584.0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 资产 收 益 率

（%）

-4.35 2.16 1.53 减少6.5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5 0.03 -3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0.05 0.03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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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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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31 116,136,793 3,816,793 无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海口办事处 国有法人 5.43 14,230,000 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其他 1.58 4,142,862 4,142,862 未知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6 3,044,950 0 未知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融赢华泰4

号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1 2,903,723 0 未知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其他 0.78 2,049,872 2,049,872 未知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其他 0.61 1,589,766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国证有

色金属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7 1,486,954 0

未知

交通银行－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1,342,642 0 未知

冯志浩 其他 0.48 1,25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广晟有色5%以上的股东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办事处两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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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

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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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和钨行业持续低迷，产品市场价格不断走低。 面对目前复杂的市场形势，公司积极研

究对策，一方面，努力克服产品需求萎缩、价格下跌的经营困境，在加大稀土及钨矿产品生产销售的同时，

加强非稀土业务的市场拓展力度；另一方面，通过推进精细化管理工作，持续提升自身经营管理水平，降

低生产成本，严控各项费用，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 2015年1-6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10亿元，同比去

年增长27.8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500.2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4679.75万元。 截止

2015年6月30日，公司资产总额为41.2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7.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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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9,992,430.41 1,102,814,667.94 27.85

营业成本 1,309,566,877.48 934,966,315.04 40.07

销售费用 9,767,583.56 6,005,925.30 62.63

管理费用 76,600,019.90 78,110,068.46 -1.93

财务费用 55,729,724.08 47,069,545.15 18.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114,735.60 -160,453,457.52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255,563.87 -98,246,539.25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641,987.26 67,748,253.00 452.99

研发支出 5,736,949.86 4,880,335.15 17.55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销售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销售量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销售量增加引起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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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报告期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对联营企业的投资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取得的借款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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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会议及2015年6月25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拟向5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不超过4038.17万股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22亿元。 2015年6月16日，公司已收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正式批复《关于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暨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

批复》（粤国资函[2015]431号）。 现公司正在推进非公开发行各项工作。

(2)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计划，坚持“产业经营、资本运营” 双轮驱动，开展各项生产

经营工作。 上半年，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4.10亿元，完成年度经营计划的54.23%。

1.启动非公开发行

公司于今年5月启动非公开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以定价的方式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2亿

元。目前，非公开发行方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广东省国资委批复同意，现各项工

作正在推进。

2.推行全面预算管理

公司出台了《广晟有色全面预算实施办法》，推行全面预算管理，严控各项费用支出。

3.守住安全环保底线

公司不断加强对钨矿山巡回检查和指导，加大力度开展培训教育，对矿山存在的安全环保管理问题

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积极推进执行采场看板管理制度、井下管理人员蹲点制度、采场采幅采高控制技

术管理制度，开展安全环保隐患整改，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工作。

4.控制资源工作稳步推进

上半年，公司统筹协调、积极推进下属企业平远华企、大埔新诚基稀土矿区扩界工作，各项工作进展

顺利；同时大力支持钨矿企业开展资源探矿工作，并取得一定成果。

5.开展精细化管理工作

公司于年初启动为期三年的精细化管理工作，通过上半年的精细化管理课题实施，规章制度得到进

一步完善，各项业务流程得到细化和优化，进一步了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6.投资项目取得进展

一是公司与日本TDK株式会社、东海贸易株式会社合作投资的广东东电化广晟稀土高新材料有限公

司高端钕铁硼磁材项目一期工程经过一年的建设，已于2015年6月12日投产，公司在稀土下游高端产业

的布局取得突破。 二是与广东恒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合作组建广东恒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投资广西晶联公司ITO靶材项目，介入新材料领域，拓展产业结构，逐步推进公司多元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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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 706,304,951.19 643,696,371.93 8.86 28.47 51.06

减少13.63个百

分点

商业 703,687,479.22 665,870,505.55 5.37 32.52 32.67

减少0.11个百

分点

合计 1,409,992,430.41 1,309,566,877.48 7.12 30.46 41.12

减少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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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钨及相关产

品

7,472,095.48 7,957,034.48 -6.49 -88.14 -83.04

减少31.99个百

分点

稀土及相关

产品

943,795,658.92 847,538,065.82 10.20 8.24 14.38

减少4.82个百

分点

其他 458,724,676.01 454,071,777.18 1.01 214.54 224.18

减少2.94个百

分点

合计 1,409,992,430.41 1,309,566,877.48 7.12 30.46 41.12

减少7.01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钨及相关产品营业收入减少和毛利率下降，主要因报告期产品销量及价格下跌所致。 稀土及相关产

品以及其他产品的营业收入增加主要因报告期内产品销售量增加所致，毛利率下降主要因产品价格下跌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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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地区 1,164,192,400.14 36.08

国外地区 245,800,030.27 9.13

合计 1,409,992,430.41 30.46

(三)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是广东省唯一合法稀土采矿人，掌控了广东省4个稀土采矿权证，而广东省是我国重要的中重稀

土产地，拥有丰富的中重稀土资源；同时，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型国有控股有色金属企业，公司掌握了

广东省内大多数优质钨矿山，远景储量丰富，公司在资源控制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经过近几年发展，目前，公司已逐步形成了涵盖从稀土矿采选到冶炼、分离、深加工、销售及出口贸

易、科研各环节的全产业链集群，上中下游协同效应凸显。公司拥有先进成熟的稀土矿采选技术———采用

工艺先进的原地浸出法；拥有国内最大规模的离子型稀土冶炼厂，掌握了处理稀土冶炼氨氮废水的零排

放技术、有机酸代替无机酸溶矿、南北方矿联合分离的自主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等，稀土冶炼分离工艺水

平达到国内一流，产品质量优良；具有良好信誉的广东省内有色金属专业进出口公司；拥有省、市级新材

料工程研发中心，具备强大的技术研发能力。

此外，母公司广晟公司为广东省国资委监管的总资产过千亿的省属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其在矿产资

源的勘探和开发上具有雄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装备实力，有色金属作为其主业重点发展，未来将给予

我司强有力的支持。

(四)投资状况分析

1、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公司本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131,410,916.61�元， 报告期初为134,797,036.86�元，

同比减少了2.5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对联营企业调整投资损益所致。

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为18,717,552.40元，报告期初为27,870,875.40元，同比减少了

32.8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出售所持有的股票以及对外投资所致：一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广晟有色金

属进出口有限公司出售所持有的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57）的全部股票，报告期

初持有股票1,499,900.00股，公允价值25,153,323.00元。 二是公司报告期出资16,000,000元投资成立

广东恒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认缴出资总额21,000,000元，出资比例4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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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情况详见公司半年度报告部分。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广东富远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50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6.67亿元，总负债3.37

亿元，所有者权益3.30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2.10亿元，净利润1009万元。 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减少了67.4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稀土产品价格下降及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2）广东广晟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2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9.64亿元，总负债7.78

亿元，所有者权益1.86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7.48亿元，净利润2426万元。 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增加了101.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营业收入增加及出售所持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所致。

（3）龙南县和利稀土冶炼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4.43亿元，总负债2.07亿

元，所有者权益2.37亿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8801万元，净利润441万元。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了453.1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减少所致。

（4）大埔县新诚基工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6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8823万元，总负债5723万元，所

有者权益3101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200万元，净利润-197万元。 上年同期净利润454万元，报告期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稀土产品销售量减少及价格下降所致。

（5）平远县华企稀土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1.48亿元，总负债8034万元，

所有者权益6803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90万元，净利润-404万元。 上年同期净利润57万元，报告期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稀土产品销售量减少及价格下降所致。

（6）广东韶关瑶岭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38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8018万元，总负债3995万元，

所有者权益4023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309万元，净利润-383万元。 上年同期净利润305万元，报告

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钨矿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及确认的政府补助收入减

少所致。

（7）韶关梅子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09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5437万元，总负债3075万

元，所有者权益2362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210万元，净利润-268万元，上年同期净利润-16万元，

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钨矿产品销售价格下跌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8）韶关石人嶂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163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4207万元，总负债5201万

元，所有者权益-994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002万元，净利润-525万元，上年同期净利润-160元，报

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 主要原因是钨矿产品销售价格下跌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9）韶关棉土窝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7217万元，总负债1195万元，所

有者权益6022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529万元，净利润为-533万元，上年同期净利润-227万元。 报告

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钨矿产品销售价格下跌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

致。

（10）翁源红岭矿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1.12亿元，总负债6458万元，所有

者权益4724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342万元，净利润-380万元。 上年同期净利润466元,报告期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钨矿产品销售价格下跌所致。

（11）广东广晟智威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1.14亿元，总负债

3310万元，所有者权益8105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7404万元，净利润-324万元。 上年同期净利润为

47万元，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稀土产品价格下降，计提了存货跌价

准备以及借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12） 广东省南方稀土储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5.31亿元，总

负债4.97亿元，所有者权益3408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3.66亿元，净利润-1349万元，上年同期净利润

219万元。报告期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借款利息支出增加及产品价格下降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13） 清远市嘉禾稀有金属有限公司：该公司是2014年度下半年通过定向增发控股合并的新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1.83亿元，总负债1.06亿元，所有者权益7664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

收入6894万元，净利润274万元。

（14） 德庆兴邦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是2014年度下半年通过定向增发控股合并的新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报告期末总资产2.85亿元，总负债1.89亿元，所有者权益9577万元；报告期实现营业

收2.28亿元，净利润1033万元。

4、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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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恒佳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100 1,600 1,600 未产生收益

合计 2,100 / 1,600 1,600 /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说明

2014年10月2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认购恒佳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并专项用于广西晶联扩产项目的议案》，公司拟认缴出资额总额为 2100�万元人民币，占广东恒佳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资本的比例为45.65%，报告期已实际投入1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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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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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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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广晟有色金属进出口有限公司于香港投资设立广晟有色（香港）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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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5�年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董事长：张木毅（代行）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600259

公告编号：临

2015-053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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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八次会议于

2015年8月24日上午9:30，在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保利中汇大厦A栋32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

名，实到董事7名，独立董事朱卫平先生因公务原因，无法出席会议，特委托独立董事沈洪涛女士代为出

席。 会议由董事、总裁张木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摘要同时刊

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1-6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5-054” ）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600259

公告编号：临

2015-055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

2015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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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2015年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8月

24日在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57号保利中汇大厦A栋32楼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14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 监事会主席陈

泽兴先生主持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作出决议

如下：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广晟有色金

属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在对《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审核后认为：

1、《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有关规定；

2、《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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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从各方面如实地反映了公司本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无损害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4、公司监事会和监事保证本报告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1-6月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5-054” ）

特此公告。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广晟有色 证券代码：

600259

公告编号：临

2015-054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

1-6

月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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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07号）核准，本公司向五家特

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12,722,646.00股A股股份，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9.3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99,

999,987.80元，扣除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承销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24,519,405.30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475,480,582.50元。

2014年10月10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事宜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中喜验字[2014]第0184号《验资报告》。

截止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0.00元，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帐号 初始存放金额

转入其他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金额（转出以-

号列示）

2015年 6月 30日

余额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

石化大厦支行

11014682346888 482,399,987.80 0.00 0.00

初始存放金额482,399,987.80元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475,480,582.50元间的差异6,919,405.30元

为公司预先垫支的相关发行费用，专项资金存放期间产生利息收入800,703.75元，德庆兴邦稀土新材料

有限公司将本公司代垫的检验费误转入本账户12,370.50元，扣除手续费支出2,633.14元，上述金额合计

7,729,846.41元已于2015年4月13日自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转出。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净额475,480,582.50元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销户。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

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公司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募集资金到位后，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公司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严格按照

相关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履行情况良好。

三、2015年1-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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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见附表）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的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募投项目资金置换的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是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及偿还银行借款，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公司是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及偿还银行借款，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未产生超募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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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未产生超募资金。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未产生节余情况。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未发生该事项。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不存在募集基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格式指引规定及时、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了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及实际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该专项报告为公司半年度报告，公司未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该专项报告为公司半年度报告，公司未聘请保荐机构出具专项核查报告并作出结论性意见。

八、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应在专项报告分别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未发生该事项。

九、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无。

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7,548.0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548.0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如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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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德庆兴

邦稀土新材

料有限公司

88%的股权

- 13,116.75 13,116.75 13,116.75 0.00 13,116.75 0.00

100.00

%

2014

年10

月

1,032.83 --

收购清远市

嘉禾稀有金

属有限公司

44.5%的股权

- 6,159.69 6,159.69 6,159.69 0.00 6,159.69 0.00

100.00

%

2014

年10

月

273.54 --

收购广东韶

关瑶岭矿业

有限公司

61.464%的股

权

- 6,508.39 6,508.39 6,508.39 0.00 6,508.39 0.00

100.00

%

2014

年10

月

-382.62 --

收购广东广

晟有色金属

集团有限公

司拥有的被

翁源红岭矿

业有限公司

实际使用的

固定资产

- 6,763.23 6,763.23 6,763.23 0.00 6,763.23 0.00

100.00

%

2014

年10

月

-- --

偿还银行借

款

15,000.00 15,000.00

15,

000.00

0.00 15,000.00 0.00

100.00

%

2014

年10

月

-- --

合 计 47,548.06 47,548.06 47,548.06 0.00 47,548.06 0.00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本年度募投项目均已实施完毕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年度募投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先期投入及置换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闲置募集资金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1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结余0.00元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本年度未发生该事项

注：1、此处募集资金总额为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

2、本表格承诺投资项目均为公司收购股权或资产项目，故此，本表格以收购股权、资产的过户日作为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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