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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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四环生物 股票代码 00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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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 -

电话 0510-86408558 -

传真 0510-86408558 -

电子信箱 0518shsw@1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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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72,043.03 115,095,430.84 -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81,422.06 1,512,786.70 -1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65,629.07 1,275,187.89 6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843,273.55 -6,819,752.08 478.9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1 0.0015 -17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1 0.0015 -17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0.21%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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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869,869.27 912,853,275.62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4,642,353.48 745,823,775.54 -0.16%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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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9% 40,000,000 0 质押 30,000,000

昆山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9% 31,785,868 0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5% 19,000,000 0

李福桥 境内自然人 0.35% 3,60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中证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7% 2,803,693 0

姜文卡 境内自然人 0.21% 2,112,200 0

黄桂英 境内自然人 0.2% 2,030,200 0

潘恒林 境内自然人 0.18% 1,856,498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中证

5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1,827,037 0

牛帅 境内自然人 0.17% 1,796,901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广州盛景投资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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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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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面对日益加强的监管力度、日趋激烈的医药竞

争、不断上涨的原材料及人力资源成本的种种不利因素，公司在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的领导

下，围绕主业创新营销思路，实施多元化发展战略，努力发展大健康产业，着力扩大市场份

额，保持、巩固并拓展了生产经营优势。公司上下齐心协力，加强了产量、质量、销售、消耗、安

全等方面的管理，使公司生产经营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平稳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07,572,043.03元，同比下降了-6.54%；营业成本52,351,

197.35元，同比下降了13%；毛利率同比增加了4.21%；净利润-1,181,422.06元，同比下降了

-178.1%。

同时，新疆爱迪“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万吨/年煤焦油制备清洁燃料油工业示范工程项

目”受困于建设资金的不足，进度慢于预期，公司正筹措建设资金以推进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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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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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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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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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3-27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8月19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出席会议监事应到3名，实到3名，分别为郭晓松、赵小花、张日波。本次会议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选举郭晓松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3年8月19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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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股份 股票代码 002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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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喜强 赖德富

电话 0757-26680089 0757-26680089

传真 0757-26680089 0757-26680089

电子信箱 zqb@wasung.com zqb@wasung.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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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4,546,436.19 673,432,112.83 6.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1,889,683.29 37,726,731.39 1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1,953,439.57 36,639,126.38 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649,190.41 -85,360,571.75 135.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3 -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3 -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8% 7.22%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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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106,118.87 1,096,964,121.84 1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4,330,172.85 752,440,489.56 -1.08%

（二）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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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佛山市顺德区远茂化工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41% 40,813,951 40,813,951

佛山锐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7% 39,149,998 39,149,998

华声（香港）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83% 37,658,719 37,658,719 质押 36,765,000

佛山市顺德区诚众投资管

理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8% 9,950,00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户

其他 4.95% 9,899,998

光大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4,499,997 4,499,997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 2,500,004

北京世纪天富创业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其他 1.25% 2,500,004

杜高翔 境内自然人 0.8% 1,600,000

邹旭庆 境内自然人 0.45% 9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锐达投资与香港华声为公司控股股东，两者均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罗桥胜、冯倩红夫妇全资拥有，光大资本为光大证券全资子公

司，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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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总体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国内经济发展平稳，公司所处行业有所回暖。公司上下按照年初制定的全年

经营目标，牢牢把握市场竞争形势，以夯实内部管理为基础，精心组织生产经营，立足当前，

主动作为，全面推进各项工作措施的实施：一方面，积极支持和配合战略客户的产能扩展，主

要产品市场占有率稳中有升；另一方面，通过优化业务流程，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加强引进

专业人才，从整体上提升了公司的综合竞争力。通过各项举措的稳步推进，成效初现，期内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7.14亿元，营业利润4,935.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88.97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6.11%、5.20%、11.03%。

（二）重点工作回顾

1、加大市场开拓力度。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及销售服务水平，赢得战略客户认可，公司主

要产品市场占有率稳中有升，产销量规模有所扩大；同时，公司充分发挥国际安全认证的优

势，积极开拓国际家电制造客户，为下半年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奠定基础。

2、优化业务流程，完善激励机制，提升管理效率。公司以产品质量为主线，以生产管理和

品质管控为重点，强化精益生产管理，努力提高品质管控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公司以管理

体系和管理机制的梳理为切入点，进一步优化业务管理流程，加强员工培训和一线业务管理

队伍建设，强化绩效考核和人力资源管理，提升管理效率。

3、改善工艺，提升生产效率。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了生产工艺的改进工作，以满足现有产

能对主营业务开展支持的需要，同时，有效控制原材料消耗，提高生产效率，有效化解工资上

涨带来的成本压力，从而提振经营业绩。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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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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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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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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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70� � � �证券简称：华声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5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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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

8月10日前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8月20日上午

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罗桥胜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

议的法定人数。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的议案》。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2013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3-016）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2.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

特此公告。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70� � � �证券简称：华声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7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于2013年8

月10日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并电话确认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8月20日上午11: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国英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 实际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

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1、全体监事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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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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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1、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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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奋达科技 股票代码 00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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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玉平 周桂清

电话 0755-27353891 0755-27353923

传真 0755-27486663 0755-27486663

电子信箱 crystal.xieyuping@fenda.com alex.zhouguiqing@fen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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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468,187.90 361,508,867.34 1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214,082.31 36,597,701.02 2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3,458,649.42 34,090,229.57 27.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992,316.73 30,769,594.27 65.7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1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1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8% 7.29%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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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671,010.98 1,058,236,602.88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8,263,763.32 892,049,681.02 1.82%

（2）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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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肖奋 境内自然人 50.25% 75,375,000 75,375,000

肖勇 境内自然人 4.5% 6,750,000 6,750,000

刘方觉 境内自然人 3.75% 5,625,000 5,625,000

肖晓 境内自然人 3% 4,500,000 4,500,000

肖武 境内自然人 3% 4,500,000 4,500,000

肖文英 境内自然人 3% 4,500,000 4,500,000

汪泽其 境内自然人 2.25% 3,375,000 3,375,000

肖韵 境内自然人 2.25% 3,375,000 3,375,000

高凤洁 境内自然人 0.73% 1,089,429 0

黄汉龙 境内自然人 0.37% 547,875 547,8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刘方觉为控股股东肖奋配偶，肖韵为肖奋女儿，肖文英为肖奋姐姐，肖

勇为肖奋弟弟，肖武为肖奋弟弟，肖晓为肖奋妹夫。公司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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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公司抓住智能终端和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有利时机，基于无线、电声、

软件、精密制造等四大核心能力以及消费者和客户需求，不断加强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能

力，以研发驱动公司向持续领先的消费电子垂直整合型科技企业转型。随着公司的成功转型

以及与大客户的深度合作，公司竞争实力进一步加强。

报告期内，受益于智能终端等新型音源设备的爆发式增长，报告期内公司电声产品实现

销售收入222,471,456.47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3.62%。受其拉动，公司报告期实现整体销售收入

418,468,187.90元，同比增长15.7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214,082.31元，同比

增长26.28%。

（1）主营业务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13,876,461.78元，同比增长16.21%；受智能终端等终端

音源设备出货规模增长拉动，电声产品实现销售收入222,471,456.47元，同比增长33.62%；健康

电器实现销售收入187,257,182.45元，同比增长1.44%。

单位： 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同比增

减（%）

营业成本同比增

减（%）

毛利率同比增减

（%）

分行业

消费类电子 413,876,461.78 306,331,114.36 25.98% 16.21% 12.85% 2.2%

分产品

电声产品 222,471,456.47 174,828,135.43 21.41% 33.62% 29.28% 2.64%

健康电器 187,257,182.45 128,724,009.05 31.26% 1.44% -2.39% 2.7%

其他产品 4,147,822.86 2,778,969.88 33% -17.71% -35.74% 18.8%

（2）主要财务数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402,753.29 552,460.84 153.91% 人民币升值产生汇兑损失

所得税费用 8,999,471.00 6,347,002.62 41.79% 经营业绩增长

研发投入 16,386,970.46 12,757,332.25 28.45% 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0,992,316.73 30,769,594.27 65.72%

加强客户应收款回收管理，同时收到的税费返还以及

银行利息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7,058,026.22 -47,786,918.14 144.96% 自有资金投资的银行理财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082,481.90 388,263,994.58 -109.29%

去年同期公司成功首次公开发行，收到募集资金，本期

不存在该等事项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105,994,643.20 372,228,172.26 -128.48%

去年同期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收到募集资金、而本

期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进行银行理财导致投资活动现金

流出增加

（3）资产负债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单位：元

2013年6月30

日

2012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帐款 155,612,472.22 116,500,796.61 33.57%

主要系公司新产品从二季度开始实现大批量出货、销

售增加。

预付帐款 3,623,856.98 1,491,411.62 142.98% 主要系公司购买设备支付的预付款。

其他应收款 10,505,096.73 6,833,945.75 53.72% 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增加。

在建工程 1,720,897.10 1,272,903.44 35.19% 主要系公司二期建设发生的设计费、审图费等。

长期待摊费用 3,120,157.15 1,271,067.05 145.48% 主要系公司厂房发生的改修费用。

预收款项 11,220,759.00 8,123,501.44 38.13% 主要系客户支付的预付款。

其他应付款 2,384,547.15 1,256,079.89 89.84% 主要系公司购买设备尚未支付的部分尾款。

（4）对2013年1-9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0% 至 40%

2013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6,879.24 至 8,755.39

2012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253.8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3年公司新技术、新产品陆续投放市场，市场占有率提高，但由于人

工成本上升、研发投入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影响，仍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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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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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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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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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肖奋

2013年8月21日

证券代码：002681� � �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1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会

议通知于2013年8月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13年8月19日在公司办公楼702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肖奋先生主持，应参加董事7人，实到5人，董事汪泽其、独立董事吴

亚德因出差分别委托肖奋、沈勇参加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现场方式有效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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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半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半年度报告摘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3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

公司监事会对本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81� � �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2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3

年8月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3年8月19日在公司办公

楼311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由监事会主席郭雪松先

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

规定。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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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专项报告与公司2013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募

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81� � �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4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2013半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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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21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 等有关规定，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13年06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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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号” 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3,750万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12.48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68,000,000.00元，扣

除发行费用41,634,850.66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426,365,149.34元。该项募集资金已于2012年5

月30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中审国际验字[2012]01020118号” 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截至2013年06月30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项 目 金 额（元）

募集资金净额 426,365,149.34

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35,468,098.73

其中：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3,709,099.42

本年度使用金额 11,758,999.31

加：累计募集资金利息 7,735,581.42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398,632,632.03

截至2013年06月30日止，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35,468,098.73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

额为398,632,632.03元， 存放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宝安支行募集资金专

户、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宝安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募集资金专户、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宝安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及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南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公司制订了《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1年1月18日，为规

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最大限度地保障公司、股东、债权人及其他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

益，经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对募集资金进行管理。

本公司严格按照《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实行募集

资金的专项存款制度， 并于2012年6月25日分别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宝安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宝安支

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宝安支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南新支行 （以下称 “商业银行” ） 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按照协议的约定，公司已在上述商业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活期及定期存款

的方式集中存放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截止2013年06月30日止，专户余额为398,632,632.03

元。

本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履行《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的申请和审批程序，确保专款专用。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资金支出按照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履行资金使用审批手续，以保证专款专用。凡涉及募集资金的支出由具体使用部门

或单位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提出募集资金使用申请，经公司财务部审核后报财务负责人和

总经理批准。

本公司充分保障保荐机构、独立董事以及监事会对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权。华泰

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机构，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公司授权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商业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公司和商

业银行积极配合；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三、2013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3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13半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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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

2、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1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3年6月

编制单位：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426,365,149.34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758,999.3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5,468,098.7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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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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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

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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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新

增380

万套多

媒体音

箱扩建

项目

否 106,600,000.00 106,600,000.00 11,519,571.31 25,076,270.73 23.52

2013年

11月

- - 是

2、年新

增420

万套美

发小家

电扩建

项目

否 124,000,000.00 124,000,000.00 7,680,900.00 6.19

2013年

11月

- - 否

3、技术

中心扩

建项目

否 34,000,000.00 34,000,000.00 239,428.00 2,710,928.00 7.97

2013年

11月

- - 否

合计 264,600,000.00 264,600,000.00 11,758,999.31 35,468,098.73 13.4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募集资金未达到计划进度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土建工程规划变更以及

“年新增380万套多媒体音箱扩建项目”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所

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募投项目“年新增380万套多媒体音箱扩建项目”的产品方案为配

套PC使用的多媒体音箱，目前传统PC出货规模不断萎缩，造成项目产

品市场环境严峻，因此，公司董事会正在确定新的产品投资方向，进行

新项目的投资可行性论证，以使募集资金尽早发挥使用效益。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563号”文核准，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750万股，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12.48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68,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41,634,850.66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426,365,149.34元。按计划，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264,

600,000元。超募161,765,149.34�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了先

行投入。截至2012年6月28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累计

金额为2,027.39万元，2012年5月30日募集资金到位后,经我公司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并知会保荐代

表人,于2012年7月16日用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金额2,027.39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宝安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宝安支行、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宝安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

分行南新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完全用于募集资金的承诺项目和按规定

程度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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