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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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达矿业 600532 *ST华科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于晓兵 李庆梅

电话 0533-7608266 0533-7608677

传真 0533-7608266 0533-7689877

电子信箱 yxb@hdky.net hdzqb@hdk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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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6,869,533.32 2,214,172,850.56 -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168,790,073.42 1,206,311,238.40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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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75,763.05 -56,650,099.26

营业收入 268,030,444.69 344,782,328.02 -2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553,222.92 61,801,701.88 -9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48,094.46 61,628,623.03 -94.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5.71 减少5.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6 -93.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16 -9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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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9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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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7.10 226,261,042 226,261,042 质押 226,000,000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信－聚惠

1号证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未知 1.68 6,670,000 无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门信

托－天臣一号新型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未知 1.55 6,150,000 无

潍坊华潍膨润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0 5,550,389 无

孙志良 境内自然人 1.23 4,870,863 4,870,863 质押 4,87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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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4,600,000 无

财通基金－光大银行－财通基

金－元美1号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0.88 3,500,00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华鑫卓越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0.81 3,220,00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华鑫品质生活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0.71 2,800,000 无

山东金天地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61 2,428,453 质押 2,428,4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孙志良自2014年4月3日起担任淄博宏达董事，为淄博宏达的关联自然

人。 除孙志良之外，公司控股股东淄博宏达矿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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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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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铁矿石市场依旧呈现供大于求的

态势，铁矿石价格大幅下跌。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自铁精粉的销售，铁矿石价

格下跌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铁精粉毛利率下降明

显。面对行业经营状况不佳，公司盈利空间急剧收缩等经营风险，公司董事会紧

紧围绕年初制定的经营目标，挖潜力、降成本、增效益，力求从成本、技术、产量、

质量、销售渠道等多方面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报告期内，公司铁精粉销售数量为48.03万吨，较上年同期增长19.06%；本

期铁精粉销售平均价格为519.38元/吨，较上年同期下降37.21%；本期业务收入

为268,030,444.69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2.2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544,344.46元，较上年同期下降94.25%。 在公司各矿山运营稳健，产能不

断释放，产量逐渐增加的情况，铁精粉销售价格大幅下跌是本期营业收入及净

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3.1主营业务分析

3.1.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68,030,444.69 344,782,328.02 -22.26

营业成本 243,303,012.28 241,493,126.98 0.75

销售费用 929,738.88 766,933.61 21.23

管理费用 22,196,788.14 25,124,174.85 -11.65

财务费用 18,756,233.31 17,151,485.47 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675,763.05 -56,650,099.26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506,550.82 -89,876,098.1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397,470.79 45,313,471.20 -50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

的现金及支付的各项税费大幅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收被投资单位现金分红

及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本期银行借款减少，归还借

款增加所致。

3.1.2其他

(1) 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的详细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未发生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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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六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上海中能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欣

荣睿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圣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嘉禾

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及自然人王德琦、陈晓晖、冯美娟、孙利、侯维才、

温晓宁共计 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申请已于2015年5月20日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

通过，并于2015年8月4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宏达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40�号）。

以上详情见本公司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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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金属采选业 252,877,294.01 243,303,012.28 3.79 -25.55 0.75

减少25.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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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精粉 249,477,569.88 240,121,263.01 3.75 -25.23 0.93

减少24.95�个百

分点

铜精粉 3,399,724.13 3,181,749.27 6.41 -43.07 -11.02

减少33.71�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铁精粉、铜精粉价格大幅下跌，导致本期公司营业

收入比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本期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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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内 242,666,835.04 -16.59

省外 10,210,458.97 -79.05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行业内铁精粉平均价格大幅下降，在单位运费没有明显降低的

情况，运费成本在采购成本构成中比重增大，造成省外客户远距离采购意愿降

低。

3.3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现拥有淄博市临淄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山东东平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潍坊万宝矿业有限公司三家全资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拥有南金召矿区、东召口东矿区、大牛矿区、毛家寨矿区、王旺庄矿区、凤凰

山矿区共4个采矿权和2个探矿权，铁矿石权益储量合计达到12,855.69万吨，是

山东境内规模较大的集矿山开采、精选、矿山投资的矿山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较强。其中，南金召矿区、东召口东矿区、王旺庄矿区的铁矿石品质好，铁矿石品

位达到或超过50%，具有较强的资源优势和成本优势。

公司下属各主要矿山运营稳健，截止到报告期末，万宝矿业、东平矿业、金

鼎矿业的生产能力均已达到设计产能。 在各矿山稳定生产的同时，公司将计划

继续进行矿山扩建工作和加快办理新建矿山动工手续及准备工作。随着矿山建

设及扩建工程陆续完工，产能将进一步提高，可以预计在未来3-5年内，公司将

按计划完成矿山的在建或扩建项目，并顺利投产。 公司将进一步利用人才及技

术优势，在现有的矿业权范围内加大矿产资源的勘查力度，争取发现新的矿产

资源以增加矿产储量，提高储量级别，从而延长矿山的服务年限。

与此同时，公司将积极向外开拓，努力寻找新的矿产资源与合作伙伴，通过

收购新的矿业权或其他矿业企业等形式增加矿产储量，以保证公司长期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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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4.4 半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审计，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董事会、监

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532

证券简称：宏达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42

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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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资产收购事项，预计可能会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鉴于该

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

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8月25日停牌一天，并自

2015年8月26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相

关中介机构开展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

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

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

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一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

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

度报告全文。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公司承诺在2015年9月15日前提交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 提请投资者注意，本半年度报告与后续审计报告

可能存在差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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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交所 宏昌电子 603002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兴安 陈义华

电话 020-82266156 020-82266156

传真 020-82266645 020-82266645

电子信箱 stock@graceepoxy.com stock@graceepoxy.com

1.3� 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本次分配不

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本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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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085,879.15 1,450,167,321.26 -9.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4,746,011.78 934,923,889.48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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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82,736.67 -54,778,155.78 -7.68

营业收入 485,933,734.84 583,361,110.09 -1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824,003.47 31,735,994.06 -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4,345,408.97 19,805,765.76 22.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4 3.49 减少12.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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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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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XY� BASE�

INVESTMENT� HOLDING�

LTD.

境外法人 52.500 210,000,000 0 无

张萍 境内自然人 2.755 11,100,000 0 质押 11,100,000

蒋雅琴 境内自然人 0.625 2,498,606 0 未知

李晓航 境内自然人 0.484 1,936,097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

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27 1,309,913 0 未知

王芳 境内自然人 0.317 1,266,301 0 未知

仇锋 境内自然人 0.281 1,122,251 0 未知

曾良根 境内自然人 0.268 1,070,000 0 未知

黄晓霞 境内自然人 0.250 1,000,000 0 未知

何宇凌 境内自然人 0.243 970,0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POXY�BASE�INVESTMENT�HOLDING�LTD. 与以上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公司未知以上除EPOXY�BASE�INVESTMENT�HOLDING�

LTD.其余9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未发行优先股，不适用。

2.4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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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电子级环氧树脂的生产和销售。

2015年上半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下游需求不足，同业竞争激烈、环

保要求不断提高等形势，公司继续坚持以顾客需求及市场竞争为导向，以“取

代进口品、就近服务” 为市场定位。 不断优化产品组合，大力开发高端、绿色环

保产品，提供周到、完善的客制化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4.86亿元， 营业利润人民币3,

446.55万元，保持持续稳定经营。

3.1 主营业务分析

3.1.1�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485,933,734.84 583,361,110.09 -16.70

营业成本 425,739,820.24 526,107,068.95 -19.08

销售费用 12,379,354.27 14,364,218.64 -13.82

管理费用 19,390,615.67 18,254,780.41 6.22

财务费用 -1,745,531.27 -70,747.64 -2,367.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982,736.67 -54,778,155.78 -7.6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974,061.31 25,239,101.41 1,084.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0,649.77 7,852,746.26 -133.25

研发支出 7,644,825.97 9,464,301.38 -19.22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受市场变化影响，产品量价下跌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受市场变化影响，原料单价下跌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成品运费随销量及运价下跌减少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用人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利息收入的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营业收入的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支付偿还利息支出增加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研发试制新产品部分处于配方阶段，减少试制原

料投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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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氧树脂 484,993,862.96 425,739,820.24 12.22 -16.63 -19.08

增加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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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燃环氧树脂 284,573,078.75 253,168,240.86 11.04 -17.22 -18.62

增加1.54个百分

点

液态环氧树脂 117,109,481.06 103,440,937.62 11.67 -14.51 -19.46

增加5.43个百分

点

固态环氧树脂 49,231,393.53 40,486,121.79 17.76 -14.48 -15.72

增加1.20个百分

点

溶剂环氧树脂 30,512,245.27 25,944,155.87 14.97 -20.25 -25.13

增加5.53个百分

点

其他环氧树脂 3,567,664.35 2,700,364.10 24.31 -30.91 -30.15

减少0.82个百分

点

合计 484,993,862.96 425,739,820.24 12.22 -16.63 -19.08

增加2.66个百分

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①阻燃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最大，占主营收入比重为58.68%，阻燃型

树脂包括一般规格和特殊规格，主要应用于电子电气。 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

下，市场需求比同期下滑20%。 公司加大力度进行客制化品种开发。

②液态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次之，占主营收入比重为24.15%，液态型

环氧树脂作为一种应用极为广泛的基础树脂，因今年产能严重过剩，竞争激烈，

利润变差。

③固态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排第三，占主营收入比重为10.15%，固态

型环氧树脂主要应用于粉末涂料和防腐涂料，今年上半年防腐涂料市场需求量

下降30%，粉末涂料市场需求量增加5%。公司积极转向高端功能性涂装应用行

业为主。

④溶剂型环氧树脂对收入的贡献排第四，占主营收入比重为6.29%，溶剂

型环氧树脂主要应用于船舶和集装箱方面的涂料行业。集装箱涂料销量今年上

半年销量同比下滑约30%，公司积极拓展高级烤漆应用之中小客户，维持相对

较好之利润。

⑤其它型环氧树脂与去年同比销量及利润收入持平。

3.2.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国内 425,656,332.18 -10.70

国外 59,337,530.78 -43.54

合计 484,993,862.96 -16.63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公司的销售以内销为主，2015年上半年国内销售实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

比重为87.77%（其中华南地区占比57.19%，其次是华东地区占比为41.63%，其

他地区占总收入比为1.18%）。

2015年上半年公司外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12.23%， 外销又分为外销国

外（占总收入比为2.62%）和进料对口（占总收入比为9.61%，其中华南地区占

比为7.37%，华东地区占比为2.24%）。

3.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3.3.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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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首次发行 319,871,544.31 13,395,787.32 22,042,265.46 335,773,311.71

用于珠海子公司实施电子用

高科技化学品项目

合计 / 319,871,544.31 13,395,787.32 22,042,265.46 335,773,311.71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珠海子公司实施电子用高科技化学品项目

3.3.2�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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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电子

用高科技

化学品项

目

否

335,773,

311.71

13,395,

787.32

22,042,

265.46

是

基本设计

完 成 ， 建

设阶段

不适

用

项目未完

成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未变更项目

合计 /

335,773,

311.71

13,395,

787.32

22,042,

265.46

/ /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募投项目基本设计、机器、设备、仪表设计与选型、营建设计、环评、安评、规划设计审查、消防设计审

查、人防工程易地建设申报、建设项目涉外安全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防雷设计审查、施工图审

查均已完成。并于2015年4月完成营建工程发包工作， 2015年5月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建厂营

建工程已经展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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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承诺项目名称

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香港宏昌” )

珠海宏昌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珠海宏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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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林瑞荣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8-24

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39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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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15年8

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5年8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九人，实际出

席会议的董事九人。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全文和摘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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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2015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以未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

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股；本次分

配不送红股、不进行现金分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交通银行综合授信额度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9票，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14-040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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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监事会于

2015年8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8月24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 会

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3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对2015年半年度报告书面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及摘要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

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保证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就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在报告编制和审议过

程中,没有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同意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对外报出。

该报告全文和摘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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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3票，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报告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002

证券简称

:

宏昌电子 公告编号

:2015-041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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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修订）》和

《公司募集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指引）》及《宏昌电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编制了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2015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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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385号文的核准，公司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亿股。 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3.6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360,000,000.00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40,128,455.6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19,871,544.31元，募集资金净额于2012年5月9日

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帐户。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职穗QJ（2012）108号”《验资报告》审验。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335,773,311.71元，明细

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 目 金 额

一 募集资金净额 319,871,544.31

二 募集资金使用 22,042,265.46

其中：本年度募集资金使用 13,395,787.32

三 利息收入 37,949,476.75

四 手续费支出 5,443.89

五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35,773,311.71

其中：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250,000,000.00

银行定期存款 83,800,000.00

银行活期存款 1,973,311.71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和运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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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结

合公司实际状况， 制定了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

2、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

2012年5月，公司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存放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具体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公开披露的临2012-001号公告）。

为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2014年2月1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同意撤销公司在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在广东华兴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开设新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帐号为8018� 8010�

0017� 576 （具体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的2014-002号公

告）。

2014年3月6日公司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广东华兴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

开披露的2014-006号公告)。

截至2015年6月30日，协议各方均按照《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

关职责。 截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专项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余额明细列示如

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8018�8010�0017�576 1,973,3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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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募投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2,042,265.46

元。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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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4月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15年2月12日第

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

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实际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如下：

2015年1月27日， 公司以人民币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中国银行

广州开发区分行人民币“按期开放” 理财产品，该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起止期

限为2015年1月27日至2015年4月28日。 公司已如期收回该理财产品本金、收

益共计人民币40,458,739.73元。

2015年2月5日，公司以人民币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广发银行广

州珠江新城支行“广赢安薪” 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产品，该产品类型保

本浮动收益型产品，起止期限为2015年2月5日至2015年5月6日。公司已如期收

回该理财产品本金、收益共计人民币30,384,657.53元。

2015年3月17日， 公司以人民币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平安银行

广州中石化大厦支行“对公结构性存款（挂钩利率）产品” ，该产品类型本金保

证，预期年化收益率4.8%，起止期限为2015年3月17日至2015年9月14日。

2015年3月17日， 公司以人民币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厦门国际

银行珠海分行飞越理财人民币“步步为赢” 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类型保本

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产品， 起止期限为2015年3月17日至2015年6月18日。

公司已如期收回该理财产品本金、收益共计人民币20,248,000.00元。

2015年3月26日， 公司以人民币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新城支行广发银行“广赢安薪” 高端保本型（B款）理

财计划产品， 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起止期限2015年3月26日至

2015年6月26日。 公司已如期收回该理财产品本金、 收益共计人民币30,388,

931.51元。

2015年4月29日， 公司以人民币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交通银行

广州白云支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集合理财计划，该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预

期年化收益率5.2%，起止期限为2015年4月30日至2015年7月31日。

2015年4月29日， 公司以人民币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厦门国际

银行珠海分行飞越理财人民币“利利共赢” 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类型保本

浮动收益类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77%，起止期限为2015年4月29日至2016

年4月28日。

2015年5月6日，公司以人民币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广发银行广

州珠江新城支行“广赢安薪” 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该产品类型保本浮

动收益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5.15%，起止期限为2015年5月6日至2015年11

月6日。

2015年6月4日，公司以人民币3,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广发银行广

州珠江新城支行“广赢安薪” 高端保本型（B款）理财计划，该产品类型保本浮

动收益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70%，起止期限为2015年6月4日至2015年9

月2日。

2015年6月19日， 公司以人民币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厦门国际

银行珠海分行飞越理财人民币“利利共赢” 结构性存款产品，该产品属于保本

浮动收益类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27%，起止期限为2015年6月19日至2015

年11月7日。

2015年6月25日， 公司以人民币8,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广发银行

广州珠江新城支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理财计划产品，该产品类型保本浮动

收益型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70%，起止期限为2015年6月25日至2015年9月

25日。

上述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

交 易 所 网 站 公 开 披 露 的 2014-014、2015-001、2015-002、2015-004、

2015-006、2015-008、2015-014、2015-017、2015-021、2015-027、

2015-031号等公告。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的情况。

7、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2013年5月，公司募投项目投资金额进行了调整。

2013年5月7日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珠海电子用高科技化学

品募投项目调整议案》。 由于项目规划较早，工艺技术及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

化，同意珠海宏昌电子用高科技化学品募投项目年产能，由原设计８万吨/年，

调整至11.7万吨/年；同意建设投资由原8,080万美元，调整至人民币43,223万

元（折合6,877万美元）。 本次调整不涉及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变更。

上述募投项目调整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的

2013-007、2013-011、2013-013号公告。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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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87.15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39.5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204.2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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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电子用高科技化

学品项目

无 62,883 43,223 -

1,

339.58

2,

204.2

3

- - 2016年

项目未

完成

未达产 否

合计 — 62,883 43,223 -

1,

339.58

2,

204.2

3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无

（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无

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本公司募投项目已发生的先期投入总额人民币37,235,

384.47元，是以自有资金投入用于厂房土地综合开发、厂房建设等前期支出。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至2015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的上述先期投入，均未发生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

无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详见报告正文。

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无

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项目未完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335,773,311.71元，其中存放在募集资金

专户的活期存款1,973,311.71元，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2.5亿元，银行定期存款

83,800,000.00元。

募集资金其它使用情况 无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 “本年度投入金

额” 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 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

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

径、计算方法一致。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6日

公司代码：

600532

公司简称：宏达矿业

山东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002

公司简称：宏昌电子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