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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戴茂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

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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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136,858,410.63 4,954,911,980.56 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72,696,137.51 1,236,634,384.71 2.9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01,616,950.41 -29.03% 2,623,817,927.14 -25.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428,139.87 -80.63% 31,717,279.56 7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884,588.51 -1,097.00% 4,220,913.51 11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40,141,42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100.00% 0.05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100.00% 0.05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0.43% 2.53% 1.0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863,625.9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5,987,821.48

债务重组损益 25,211.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2,047.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5,259,630.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91,362.34

合计 27,496,366.0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

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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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13% 147,000,000

安徽省投资集

团控股有限公

司

国家 18.53% 128,854,122 质押 64,425,00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迪瑞聚金1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6% 16,394,391

中国农业银

行－益民创新

优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7% 3,969,713

杨宝良 境内自然人 0.56% 3,911,3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

新能源汽车指

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8% 3,372,203

陈建平 境内自然人 0.47% 3,250,000

长江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2,429,400

张有贤 境内自然人 0.32% 2,250,000

中融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新

诚1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9% 2,021,3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4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00,000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28,854,122 人民币普通股 128,854,122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迪瑞

聚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394,391 人民币普通股 16,394,391

中国农业银行－益民创新优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969,713 人民币普通股 3,969,713

杨宝良 3,911,300 人民币普通股 3,911,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3,372,203 人民币普通股 3,372,203

陈建平 3,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0,000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9,400

张有贤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新诚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0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杨宝良、陈建平、张有贤分别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890,000

股、3,250,000股和1,850,0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资产负债表项目较年初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2.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3.报告期现金流量构成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重大合同履行情况

2015年6月19日，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大连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工业品买卖合同》，公司向大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安凯牌

新能源城市公交车 300�台，截止2015年9月30日，该批订单已全部完成销售。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

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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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5年05月22日 第四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元证券

1、客车行业情况、公司产

销情况 2、 新能源政策补

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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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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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陈

昌胜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昌胜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陈昌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辞职后，陈昌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陈昌胜先生在任职期间，忠实、勤勉地履行了应尽的职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贡

献，公司董事会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长俞亚鹏、总经理阮小江及总会计师冯元庆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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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874,736,170.10 5,027,502,342.55 -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33,327,198.88 3,317,501,788.25 3.4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52,375,

320.00

-26.53%

4,397,220,

894.84

-2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6,934,192.65 -28.91% 205,707,106.63 -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8,632,096.36 -58.72% 172,267,920.68 -2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19,956,324.76 32.7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9 -29.05% 0.458 -8.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9 -29.05% 0.458 -8.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7% -0.95% 6.10% -0.9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23,775.3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21,200.00

债务重组损益 119,100.72

转回长账龄应付账款 30,948,629.66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6,727,513.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5,901,032.82

合计 33,439,185.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

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

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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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95%

134,620,

000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8.18%

126,618,

480

李峰

境内自然

人

0.78% 3,500,000

冶钢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1% 2,280,000 2,280,000 冻结 2,28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48% 2,177,749

中国银行－华泰柏瑞量化指数

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35% 1,572,77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2% 972,625

诸学军

境内自然

人

0.20% 907,000

熊飞

境内自然

人

0.20% 895,192

刘宁武

境内自然

人

0.20% 876,6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 134,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620,000

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

126,618,480 人民币普通股 126,618,480

李峰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冶钢集团有限公司 2,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

2,177,749 人民币普通股 2,177,749

中国银行－华泰柏瑞量化指数

增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72,774 人民币普通股 1,572,77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量化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972,625 人民币普通股 972,625

诸学军 907,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7,000

熊飞 895,192 人民币普通股 895,192

刘宁武 876,600 人民币普通股 876,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湖北新冶钢有限公司”和“中信泰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同属“中信泰富有

限公司”的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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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熊飞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89,192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345,860,415.62 500,373,762.30 -31% 主要是销售回款下降所致。

预付款项 53,054,416.73 11,293,490.75 370% 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415,667.20 43,721,667.92 -72% 主要是应收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847,498.85 -100% 主要是应交增值税影响所致。

在建工程 386,117,043.87 142,574,669.87 171% 主要工程投资款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97,125,836.88 89,566,141.80 120% 主要是本期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05,725,233.30 299,930,436.63 -31% 主要是用于支付采购货款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509,200,039.15 812,519,165.87 -37% 主要是用于支付材料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51,315,757.98 85,437,314.33 -40% 主要是预收的销售款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5,789,402.50 37,796,799.26 -32% 主要是工资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30,782,892.70 7,133,765.89 332% 主要是所得税影响所致。

其他应付款 79,390,024.83 48,341,789.67 64% 主要是应付修理费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35,000,000.00 -100% 主要是偿还一年内到期借款所致。

预计负债 5,161,920.76 15,253,582.65 -66% 主要是未决诉讼款减少所致。

利润表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17,258,175.99 6,830,225.00 -353% 主要是本期汇兑损益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994,909.25 20,637,586.00 -42%

主要是本期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29,592,709.75 12,952,446.00 128% 主要是本期长账龄工程款处理所致。

营业外支出 705,450.75 11,628,773.00 94%

主要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5

年5月13日起停牌。 2015年7月2日公司公告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公司股权，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10月19日，经公司审慎研究，认为基于当前市场环境，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环节较多，实施条件不成熟，为保护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决定终

止策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复盘。 该事项相关公告刊登在2015

年7月2日、9月30日、10月20日等日期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筹划发行股份购买中国中信股份有限

公司旗下公司股权，同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07月02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2015年09月30日

2015年10月20日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

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

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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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708

证券简称：大冶特钢 编号：

2015-045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暨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0月20日开市起复牌。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因公

司筹划重大事项，经提交停牌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13日开市起停牌；2015年7月2

日公司公告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22），并于2015年8月29日

及2015年9月29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6、2015-042），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30日起继续停牌。 本次交易，公司拟通过

发行股票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潜在标的公司股权，并配套募集资金，潜在标的公司为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系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上市公司在停牌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交易对方及各相关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董事

会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在

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 此外，公司已在历次进展公告中充分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重组存在不确定性

风险。

三、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基于目前的市场环境，停牌期间，公司经与本次交易各相关方多次协商后，认为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环节较多，现阶段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尚不成熟。 从保护公司全

体股东及公司利益的角度出发，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终止不会给公司生产经营和后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四、公司承诺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承诺：在终止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股票复牌之日起六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公司股票复牌安排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0月20日开市起复牌，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的不便之处深

表歉意。

特此公告。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石聚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吕辉

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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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508,460,561.34 2,241,086,582.97 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10,853,262.78 1,400,261,939.37 0.7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0,486,858.31 27.83% 849,813,025.34 2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020,452.37 -305.56% 25,351,323.41 -42.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358,745.23 -892.77% 1,752,156.75 -9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05,971,460.63 60.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275.00% 0.17 -4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275.00% 0.17 -4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1% -1.06% 1.80% -1.3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03,681.8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164,853.6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849,999.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888,166.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18,543.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81,627.28

合计 23,599,166.6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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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聚彬 境内自然人 37.42% 55,229,356 42,757,017 质押

16,600,

000

王新才 境内自然人 2.86% 4,228,024

常国杰 境内自然人 2.86% 4,228,024 3,396,018

石聚领 境内自然人 2.77% 4,091,600 3,868,700 质押

3,868,

700

张五须 境内自然人 2.43% 3,591,600 2,918,700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万向信托－期期1号

证券结构化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7% 2,615,768

海通资管－民生－海

通海汇系列－星石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0% 1,478,500

湛明乾 境内自然人 0.97% 1,438,430

卢新杰 境内自然人 0.96% 1,418,730

卢国杰 境内自然人 0.96% 1,418,430 1,063,823

张国俊 境内自然人 0.96% 1,418,43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

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石聚彬 12,472,339 人民币普通股 12,472,339

王新才 4,228,024 人民币普通股 4,228,024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向信托－期期1号

证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615,768 人民币普通股 2,615,768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海汇系列－星石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478,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8,500

湛明乾 1,438,430 人民币普通股 1,438,430

卢新杰 1,418,730 人民币普通股 1,418,730

张国俊 1,418,430 人民币普通股 1,418,430

石清贵 1,404,571 人民币普通股 1,404,571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1,316,312 人民币普通股 1,316,31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4,730 人民币普通股 1,224,7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石聚领是石聚彬的弟弟，常国杰是石聚彬、石聚领姐姐之配偶，湛

明乾是石聚彬配偶之弟弟。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

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176.59%，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银行贷款所致；

2、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119.41%，主要系预付红枣采购款所致；

3、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796.02%，主要系应收委托理财收益；

4、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94.07%，主要系支付备用金增加所致；

5、存货：较期初减少61.96%，主要系原材料2014年第四季度集中采购，2015年1-9月

逐月消耗所致；

6、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31.70%，主要系年产5万吨红枣及其制品深加工项目（一期）

投入增加所致；

7、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250.00%，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短期银行贷款所致；

8、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76.45%，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缴纳期初应交企业所得税所

致；

9、应付利息：较期初减少37.13%，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到期债券利息及计提本期债券

利息所致；

10、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145.73%，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员工持股投资款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40.57%，主要系计税基础流转税增加所致；

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2.44%，主要系公司商超等销售人员薪酬增加及促销

费、商场费用增加所致；

3、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7.08%，主要系管理人员工资、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研发

费用等增加所致；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38.03%，主要系发行债券导致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16.35%，主要系本期转回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所

致；

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773.18%，主要系委托理财收益所致；

7、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407.33%，主要系本期发生捐赠支出所致；

8、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75.56%，主要系报告期应纳税所得额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石聚彬

本人目前没有且将来不会直接从事或以控股、参股、联营、

合作、合伙、承包、租赁、代理、信托等任何其他形式间接从

事与好想你枣业及／或好想你枣业的子公司、 分公司构成

或可能构成竞争或潜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如因国家

法律修改或政策变动不可避免地使其本人及／或本人控

制、 与他人共同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主体与好想你枣业

及／或好想你枣业的子公司、 分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同业

竞争时，就该等构成同业竞争之业务的受托管理（或承包

经营、租赁经营）或收购，好想你枣业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

先权。本人前述承诺是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本人若违反前

述承诺，将对好想你枣业、好想你枣业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

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作出全面、及时和足额的赔偿。

2010年08月

18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石聚彬及

其一致行

动人

从本次减持之日起至未来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2015年02月

16日

2015年08

月15日

正在履行

中

石聚彬

从本次减持之日起至未来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的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2014年07月

09日

2015年01

月08日

已履行完

毕

石聚彬

自2015年7月9日起未来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拟通过合法方式共计增持不低于

1600万元人民币的本公司股票。 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

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2015年07月

09日

增持实施期

间及法定期

限内

正在履行

中

公司

关于转让使用超募资金设立的全资子公司重庆好想你商贸

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并将转让股权所得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承诺： 公司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后的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

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

2014年05月

19日

2015年06

月19日

已履行完

毕

公司

关于将8家全资子公司尚未使用完毕的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各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的承诺： 公司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

后的12个月内不进行高风险投资以及为他人提供财务资

助。

2014年05月

19日

2015年06

月18日

已履行完

毕

公司

关于2013年度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参股公

司经营的承诺：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其

中1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本公司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行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制度。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完毕后，本公司将确定选择

某商业银行作为募集资金托管银行， 并将与该银行及招商

证券签订募集资金监管三方协议。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将集中存放在某商业银行专用账户中， 招商证券可以随时

到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本公司以前没有将

IPO募集资金用于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

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经营， 以后也不会将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和若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经营。

2013年08月

26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中

公司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充分重视投资者的实际利益， 在通常情

况下， 应保证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母公司当

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10%），每连续三（3）年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3）年实现的年均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30%）。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 公司原则上每年

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

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2012年07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0.00% 至 -1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3,222.05 至 4,833.07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370.0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整体销售渠道发展策略是精耕细作连锁专卖渠道，强力推进商

超渠道，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渠道。

在调整、创新连锁专卖商业模式过程中，连锁专卖销售收入有

所下降。 为了巩固公司中国红枣领导品牌地位，提升市场占有率，

公司强力推进商超渠道，把红枣由小品类逐步打造成大品类，2015

年1-9月份，商超渠道收入同比增长60%左右，公司在商超渠道的

影响力和市场份额大幅提升，在此过程中，商超渠道销售费用大幅

增加，影响公司整体利润。 目前，连锁专卖渠道已经探索出1+3单

店盈利模式；商超渠道9月份已经实现盈利。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石聚彬

2015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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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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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10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19日在

郑州航空港区四港联动大道西侧同心饭店3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石聚彬先生召集和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董事程大为、独立董事胡小松为通讯表决，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

案，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议案。 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0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登载的2015-072号《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

三、 备查文件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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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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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10月16日通过电子邮件、短信、电话等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19日在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四港联动大道西侧同心饭店3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伏玲女士召集和主持，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

人，监事孔强通讯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决结果通过了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0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2015-072号《好想你枣业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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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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