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600143                              公司简称：金发科技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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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科技 60014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宁凯军 曹思颖 

电话 020-66818881 020-66818881 

传真 020-66818881 020-66818881 

电子信箱 kjning@kingfa.com.cn caosiying@kingf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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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02,951,085.03 13,738,113,813.07 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169,382,023.49 7,986,407,741.15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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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150,576.66 503,016,962.66 12.55 

营业收入 7,645,854,787.80 7,492,393,101.35 2.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2,426,656.30 314,840,236.10 34.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7,228,312.26 251,172,006.09 46.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5 3.98 增加1.17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2 4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2 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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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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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志敏 境内自然人 17.63 451,323,366   未知   

宋子明 境内自然人 8.70 222,650,000   质押 50,000,000 

熊海涛 境内自然人 8.45 216,241,359   未知   

李南京 境内自然人 3.55 90,769,754   未知   

夏世勇 境内自然人 2.53 64,828,303   未知   

熊玲瑶 境内自然人 1.76 45,000,20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其他 0.86 22,000,000   未知   

袁博 境内自然人 0.69 17,616,768   未知   

蔡彤旻 境内自然人 0.52 13,354,004   未知   

深圳市汕长源实业有限公司 其他 0.50 12,675,00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袁志敏先生与第三大股东熊海涛女士系夫妻关

系；第一大股东袁志敏先生与第八大股东袁博先生系叔侄关

系；第三大股东熊海涛女士与第六大股东熊玲瑶女士系姑侄

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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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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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共实现产品（不含贸易品）销售 47.05 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 9.26％；实现

营业收入 76.4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05％；实现营业利润 4.0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4.17％；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基本每

股收益 0.17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14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5.15％；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5.66 亿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为 140.03



亿元，负债总额为 58.0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计 81.69 亿元，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数据）为 42.68％。 

2015 年上半年，公司凭借一流的自主创新体系，在特种工程塑料、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碳纤

维及其复合材料等应用研究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开发出了一批性能优异、技术先进的产品，并已

应用于高端设备、现代农业、交通运输等行业，进一步拓展了应用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在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注册成立“珠海金发大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

一步挖掘和整合行业供应链资源，扩大公司原材料采购和贸易渠道，降低公司原材料采购成本；

同时，公司在充分考虑珠海市横琴新区区位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借助当地经济政策优势，积极开

展供应链服务，拓展经营渠道和业务范围，整合市场优质资源，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

力。 

2015 年 2 月，公司在美国注册成立“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USA),INC.”，旨在积极推进

公司国际化和全球化战略，进一步完善公司全球产业布局，提高公司产品在北美市场的占有率，

提升公司对全球化客户的服务效率。 

下半年，公司将紧紧围绕年度经营目标，以精细化管理为引领，以标准化、信息化建设为手

段，更加重视创收、增效两项基础工作，积极营造公司“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并重、人才发展与

组织扩张匹配、发展质量更优、发展速度更快”的新局面。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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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5,854,787.80 7,492,393,101.35 2.05 

营业成本 6,379,423,948.04 6,395,494,980.26 -0.25 

销售费用 192,971,018.08 192,189,094.37 0.41 

管理费用 505,177,776.39 447,852,113.42 12.80 

财务费用 120,569,969.58 100,947,081.19 1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6,150,576.66 503,016,962.66 12.5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8,277,764.17 -345,208,449.99 -168.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337,160.13 -183,713,920.74 164.96 

研发支出 308,564,212.93 278,705,819.63 10.71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产品销量增加，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原材料价格下降，成本下降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薪酬及业务费增加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研发费和薪酬增加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利息支出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购买商品及劳务现金支付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收购珠海万通原少数股东

权益支出及基础建设投入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募集款到账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研发投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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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稳定，公司利润构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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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募集资金管理，积极开展各募投项目建设工作， 募投项目效益逐步释放。 

公司将根据市场需求及公司经营计划安排，有序推进募投项目建设，积极达成募投项目预期。 

2014 年 12 月 10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4】MTN443 号），同意接受公司的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额度 30 亿元人民币，注册额度自通

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银行和渤海银行联合主承销。2015 年 3 月 17 日，公司成功

发行了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简称：15 金发 MTN001），发行金额 10

亿元人民币，发行利率 6.24%，期限 5 年。 

(3)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制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持续拓展市场领域，开拓新的业务增长点；

优化技术创新，强化成本控制；扎实推进供应链管理创新，实现新的盈利模式；加大人才培养力

度，全面推进安全管理。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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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料行业 7,627,200,302.77 6,370,644,907.02 16.47 2.04 -0.29 
增加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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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产成品 889,546,028.95 679,249,378.19 23.64 -5.32 -8.20 
增加 2.39 

个百分点 

塑料合金 429,237,210.80 308,426,088.30 28.15 -4.60 -10.55 
增加 4.78 

个百分点 

增强树脂 1,212,200,644.86 979,104,744.94 19.23 2.04 -1.07 
增加 2.53 

个百分点 

增韧树脂 2,148,423,845.49 1,785,506,135.22 16.89 15.81 11.82 
增加 2.97 

个百分点 

阻燃树脂 1,355,454,637.71 1,096,008,251.64 19.14 -12.73 -13.68 
增加 0.89 

个百分点 

材料贸易 1,592,337,934.96 1,522,350,308.73 4.40 6.96 5.12 

增加                

1.67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增长。同时，受益于主要原材料成本的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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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性塑料国内 6,950,927,299.17 1.74 

改性塑料国外 676,273,003.60 5.25 

 

3.1.3 核心竞争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核心竞争力未发生重大变化，详见《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 

 

3.1.4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报表项目 投资成本（元） 本年度投资收益

（元） 

投资收益占本期

利润总额比重

（%） 

深圳市嘉卓成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5,000,000.00 - - 

中塑（北京）环保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00,000.00 - - 

山西恒天科技有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450,000.00 - - 

广州萝岗金发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28,122,884.74  -2,264,521.61 -0.51 

上海天材塑料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250,000.00 -27,059.03 -0.01 

广州广铝绿可铝木型材有限

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405,405.00 -46,003.04 -0.01 

广东空港城投资有限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 60,000,000.00 -70,835.26 -0.02 

小计 104,328,289.74  -2,408,418.94  

 

(1)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2)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3)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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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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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 门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司 

信 托

理财 
200,000,000.00 

2014

年 7 月

31日 

2015年7

月30日 

详 见

说明 
                  是 0 否 否 否 

  

合计 / 200,000,000.00 / / /       /   / / / /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金额（元）   

委托理财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14年7月30日与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订《厦门信托-财富1401号单一资金信托合同》

（合同编号：（2014）XMXT-CF-1401（信）字第1402号）进行信托理财，信托资金用于贷款，贷

款方式为抵押担保（或信用保证）。贷款期为一年，贷款年利率为7.20%，信托报酬年费率为0.20%，

到期后一次性支付本金及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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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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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增发 295,680.53 9,286.29 187,674.76 108,005.77 剩余资金在后期继续投入 

              

合计 / 295,680.53 9,286.29 187,674.76 108,005.77 /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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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 80万吨环保

高性能汽车用塑

料生产建设项目

－天津 20 万吨 

否 42,072.69 1,151.32 30,694.46 否 72.96% 25,232.02 358.78 否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募集资金管

理，积极开展各募投项目建设工

作，募投项目效益逐步释放。目前

公司募投项目技术方案可行，但因

近几年国内外经济增速放缓，市场

需求萎靡，为有效控制风险，公司

主动放缓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年产 80万吨环保

高性能汽车用塑

料生产建设项目

-昆山 30 万吨 

否 77,577.18 839.49 54,079.23 否 69.71% 40,823.11 8,190.28 否 同上   

年产 80万吨环保

高性能汽车用塑

料生产建设项目

-广州 20 万吨 

否 36,197.08 52.81 13,774.69 否 38.05% 21,524.16 1,059.18 否 同上   

年产 80万吨环保

高性能汽车用塑

料生产建设项目

-绵阳 10 万吨 

否 16,392.82 1,636.42 14,509.86 否 88.51% 8,829.58 1,203.21 否 同上   

年产 10万吨新型

免喷涂高光 ABS

生产建设项目 

否 27,720.63 554.69 22,629.57 否 81.63% 20,266.23 1,625.10 否 同上   

年产 10万吨环保

高性能聚碳酸酯

及其合金生产建

设项目 

否 39,817.11 408.95 21,778.54 否 54.70% 17,939.59 894.87 否 同上   

年产 8 万吨高强

度尼龙生产建设

项目 

否 24,018.33 4,074.32 12,242.34 否 50.97% 21,236.20 -42.39 否 同上   

年产 15万吨再生

塑料高性能化技

术改造项目 

否 31,884.69 568.29 17,966.07 否 56.35% 23,416.94 558.58 否 同上   

合计 / 295,680.53 9,286.29 187,674.76 / / 179,267.83 / / / /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使用情况说明   

 
 



(3)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不适用  

 

4、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1） 子公司 

子公司全称 经营范围 注册资本 总资产(元) 净利润（元） 

上海金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塑料、化工产品、日用机械、金属制品新材料、新

产品的开发研究、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塑料、日

用机械、金属制品新材料、新产品的加工、销售，

黏合剂、高分子材料及其助剂的销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

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新材料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咨询，会务服

务，自有房屋租赁。 

37,000 万元 2,492,477,362.92  97,484,511.49   

四川金发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塑料、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的开发、研究、

加工、制造、技术服务、销售；技术转让，废旧塑

料的回收、利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

法规禁止的品种除外，限制品种凭许可证经营） 

24,000 万元 
      

827,864,506.71   

     

51,569,790.17   

香港金发发展

有限公司 

塑料、模具及产品的研发、销售，汽车设计技术、

化工原材料的国际贸易。 

8,000 万

港币 

      

595,604,909.57   

      

990,753.09   

天津金发新材

料有限公司 

塑料及塑料制品、复合材料及合成材料的研究、开

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等。 
35,300 万元 

   

1,651,132,601.64   

      

36,061,459.93   

广州金发科技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资本市场服务。 8,000 万元 
        

128,996,788.58   

        

-99,226.29   

江苏金发科技

新材料有限公

司 

塑料及塑料制品、合成材料及合成材料制品、复合

材料及复合材料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

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

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料的进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

含危险化学品的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8,000 万元 1,918,067,541.74   97,037,076.65 

广州金发碳纤

维新材料发展

有限公司 

碳纤维材料、化学纤维材料、复合材料及其制品的

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服务；批发及零售贸易 （国

家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17,000 万元 
      

200,362,310.93   

     

-9,190,408.70   



广东金发科技

有限公司 

塑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日用机械、金属制品新材料及产品

的开发、研究、加工、制造、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废旧塑料回收及利用；房地产投资；物业管理；利

用自有资金投资；国内商品贸易（属国家专营、专

控、专卖、限制类、禁止类的商品除外）；自营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禁止

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规定须经审批或

许可的项目应取得审批或许可后方可经营） 

20,000 万元 
      

529,862,547.25   

   

-13,648,107.62   

广州金发溯源

新材料发展有

限公司 

研究、开发：玻璃微珠示踪剂等溯源材料、无机非

金属材料；研制：溯源仪器设备；批发和零售贸易；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000 万元 
         

5,517,393.33   

        

-347,179.05   

广州金发绿可

木塑科技有限

公司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危

险化学品及易致毒化学品除外）、模具并提供相关

技术服务；建筑装饰；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

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必须经审批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6,600 万元 
       

77,775,740.50 

   

-5,328,905.98   

广州金淳光电

新材料有限公

司 

光电新材料研究、开发、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项目等等）。 

1,000 万元 
        

10,016,038.90   

           

2,027.89   

昆山金发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 

许可经营项目：房产开发。一般经营项目：新材料

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 

3,000 万元 
       

30,150,889.67  
      -2,157.22 

广州德美化工

材料有限公司 

研究、开发、销售：化工原料和化工产品（危险化

学品除外）；电子产品的研究和开发、生产、销售。 
3,100 万元 

      

118,558,426.62   

         

-2,951,009.65   

绵阳东方特种

工程塑料有限

公司 

工程塑料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工程塑料成型

加工及材料销售。 
6,000 万元     151,309,897.00 

      

3,628,863.71   

绵阳东特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高分子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制造、销售，对工

业项目投资及提供相关技术咨询。 
50 万元      56,677,980.39   385,510.02  

珠海万通化工

有限公司 

化工产品、塑料制品、电器、新型建材、模具及配

件、金属材料的开发、研究、技术服务；商业批发、

零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41,730 万元 
      

556,375,884.20 

   

-4,609,003.79   

佛山市南海区

绿可建材有限

公司 

销售；合成木材；建筑材料（危险化学品除外），

五金制品，铝合金型材，塑木生产设备及模具。 
100 万元 

              

68,734.55 

      

-123,088.53   

LESCO 

Technology Pte 

Ltd 

合成木及板条、生产成型的木制品。 
250 万新加

坡元 

           

640,807.61  
        0 



Hydro S&S 

Industrie Ltd  

主要从事生产、提炼、开发、制造、采购、销售包

括从印度出口和进口到印度的各种聚丙烯化合物、

衍生物和副产品。 

6,407.20 万

印度卢比 

      

      

125,475,107.54  

  

     

         

703,663.56  

  

武汉金发科技

有限公司 

材料科学研究及技术开发；新材料的技术开发及技

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让；化工产品（不含化

学危险品）、金属制品的批发；塑料粒、日用化工

专用设备、泡沫塑料、办公用机械的制造；企业自

有资金投资；物流代理服务；电子设备的回收及技

术咨询服务；场地租赁；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物业管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

止和限制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项目经审批后方可经营） 

30,000 万元 

      

      

399,979,216.53  

  

     

      

-3,313,164.82  

  

Kingfa Science 

& Technology 

(USA),INC. 

塑料，化工产品，日用机械，金属制品新材料以及

其他新产品的开发、研究、加工、制品、销售 

 

 

16,000 万元 

 

       

12,285,135.35  

      

        

-177,269.43  

     

珠海金发大商

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供应链管理、塑料原料以及塑料制品和化工类产品

贸易、自营或代理各类货物的进出口业务、一般商

品信息投资咨询业务、仓储代理服务、货运代理服

务、物流代理服务、新材料技术咨询交流服务、企

业自有资金投资、仓储租赁。 

10,000  

万元 

       

68,710,748.46  

      

         

533,759.57  

     

上海金玺实验

室有限公司 

计量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计量仪器与设备、环

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材料、纺织品、环境有害物质的检测，

货运代理，销售实验室设备及其相关产品、仪器仪

表（除计量器具）、电子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

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

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10,000  

万元 

        

13,728,204.52   

      

-90,196.77 

 

 

 

 

 



（2） 参股公司 

被投资单位名称 

本企业

持股比

例(%) 

本企业在

被投资单

位表决权

比例(%) 

期末资产总额（元） 本期净利润（元） 

广州萝岗金发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 
14 14 206,202,593.49     5,844,593.16   

上海天材塑料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20 20 2,005,225.47  -46,225.58         

山西恒天科技有限公司 45 45             -                -    

广州广铝绿可铝木型材有限

公司 
45 45         1,285,741.53    -102,228.97 

广东空港城投资有限公司 12 12       384,821,841.08          -590,293.82 

 

5、 非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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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6 月 19 日，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的利润分配方

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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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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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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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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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上海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区绿可建材有限公司 

四川金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绵阳东方特种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香港金发发展有限公司 绵阳东特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珠海万通化工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碳纤维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LESCO Technology Pte Ltd 

广州金发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Hydro S&S Industries Ltd  

江苏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武汉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金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溯源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金发科技企业技术中心有限公司 

广州金发绿可木塑科技有限公司 清远诚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金淳光电新材料有限公司 清远金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金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清远美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德美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珠海金发大商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Kingfa Science & Techonlogy (USA), INC. 上海金玺实验室有限公司 

Kingfa Sci & Tech Australia Pty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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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不适用  

 

 

董事长：袁志敏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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