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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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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国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文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黄春丽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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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0,837,019.25 5,933,043,857.63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301,481,603.62 4,021,742,812.11 6.9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95,207,109.29 98,792,983.21 502.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3,684,624,034.53 3,678,691,432.53 0.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74,909,259.77 467,509,495.83 -1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0,554,350.21 410,455,297.02 -19.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97 12.77 -3.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55 -2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4 0.55 -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16,163.37 -4,547,096.9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05,980.02 11,240,016.6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19,193,487.34 58,309,284.99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571,094.18 -2,866,294.4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3,198,707.49 -14,984,114.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531,575.29 -2,796,886.02

合计 12,481,927.03 44,354,9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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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37,2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国本 226,441,028 26.59 0 质押 12,500,000 境内自然人

湖北驼峰投资有限

公司

113,618,524 13.34 0 质押 100,192,543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湖北驼铃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69,272,388 8.1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刘长来 28,414,380 3.34 0 质押 17,622,433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25,466,160 2.99 0 无 0 其他

杨诗军 21,605,674 2.54 0 质押 20,868,429 境内自然人

王从强 18,409,328 2.16 0 质押 12,485,903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瑞惠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18,356,076 2.16 0 无 0 其他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

FH002沪

15,280,314 1.79 0 无 0 其他

谭文萍 11,286,154 1.33 0 质押 5,252,2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刘国本 226,441,028 人民币普通股 226,441,028

湖北驼峰投资有限公司 113,618,524 人民币普通股 113,618,524

湖北驼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9,272,388 人民币普通股 69,272,388

刘长来 28,414,380 人民币普通股 28,414,38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466,160 人民币普通股 25,466,160

杨诗军 21,605,674 人民币普通股 21,605,674

王从强 18,409,328 人民币普通股 18,409,32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18,356,076 人民币普通股 18,356,07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沪

15,280,314 人民币普通股 15,280,314

谭文萍 11,286,154 人民币普通股 11,286,1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驼峰投资和驼铃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国本先生的控股公司，刘国本兼任驼

峰投资执行董事和驼铃投资董事长。 公司董事长刘国本之配偶与总裁刘长来之

配偶系姐妹，公司财务总监谭文萍系董事长刘国本侄媳。 除此以外，未知上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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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63,159,491.50 74,888,778.14 117.87%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38,419,438.95 89,118,239.63 55.32%

主要系支付三俊公司定金款和骆

驼东北应收土地收储款

在建工程 422,296,096.68 286,746,488.04 47.27%

主要系骆驼华南600万KVAH项

目

预收款项 157,376,493.09 83,937,387.28 87.49%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

应付利息 40,839,055.26 3,455,111.15 1081.99% 尚未到结算期的债券利息

应付股利 1,548,750.00 2,566,650.00 -39.66% 主要系支付股权激励人员的股利

其他流动负债 100,520,000.00 520,000.00 19230.77% 主要系发行的短期融资券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29,675,473.86 46,074,705.56 -35.59%

主要系借款金额减少且借款利率

下降

营业外支出 16,914,203.59 928,545.83 1721.58% 主要系处置资产损失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95,207,109.29 98,792,983.21 502.48%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17,262,979.33 -285,768,688.00 46.01% 主要系理财投资增加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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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刘国本 详见公告临2014-004 否 是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刘国本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申报离职

后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在申

报离任十二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数量占其所持有股份

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是 是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股份限售

湖北驼峰投

资有限公司

详见公告临2014-004 是 是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刘国本 详见公告临2014-004 否 是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湖北驼峰投

资有限公司

详见公告临2014-004 否 是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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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本

日期2015-10-19

证券代码：601311� � � � � � � �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62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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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

10月19日在公司八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参

会人员及会议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

认真审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骆驼股份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骆驼

股份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同意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9票，其中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告临2015-063。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共9票，其中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601311� � � � � � �证券简称：骆驼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63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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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5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1月5日 15�点

召开地点：襄阳市汉江北路65号八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5日

至2015年11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认购武汉光谷人才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的议

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内容详见2015年10月13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刊载的《骆驼股份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55）。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刘国本、刘长来、杨诗军、王从强、谭文萍、路明占、湖北驼

峰投资有限公司、湖北驼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311 骆驼股份 2015/10/2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出席会议的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同时还需持本

人身份证和委托函；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

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股东及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时凭上述材料签到。

2、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湖北省襄阳市汉江北路65号八楼）

邮政编码：441003

3、登记时间：2015年11月3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六、

其他事项

1、联系办法

地址：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汉江北路 65�号

联系人：王从强

联系电话：0710-3340127

传真：0710-3345951

邮编：441003

2、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3、与会股东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签到入场。

特此公告。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1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认购武汉光谷人才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出资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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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波 总会计师曹军 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丘俊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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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39,061,346.08 22,142,291,941.71 -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450,648,009.41 3,913,239,583.04 13.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805,749,901.59 2,463,945,142.04 13.8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288,923,227.38 4,173,289,138.75 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17,520,486.04 527,748,332.63 5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11,175,787.50 523,052,155.52 55.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8.47 14.08 增加4.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58 0.231 54.9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58 0.231 54.9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01,982.6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

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

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

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51,040.72 1,654,037.3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

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

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

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

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

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

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4,710,270.61

所得税影响额 18,117,434.51 -192,361.6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542,598.95 -1,029,230.37

合计 28,211,074.18 6,344,69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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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113,85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1,151,922,

693

50.51 1,151,922,693 无 国家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438,948,188 19.25 无 国家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

沪

30,122,748 1.32 未知 其他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7,715,334 0.78 未知 其他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

发有限公司

15,872,691 0.7 无 其他

北京千石创富－民生

银行－新活力财富1号

资产管理计划

11,215,300 0.49 未知 其他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

公司－重阳3期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052,056 0.4 未知 其他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

司

9,043,577 0.4 未知 其他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7,515,460 0.33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6,259,364 0.27 未知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8,948,188 人民币普通股 438,948,188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

分红－018L－FH001沪

30,122,748 人民币普通股 30,122,74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715,334 人民币普通股 17,715,334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5,872,691 人民币普通股 15,872,691

北京千石创富－民生银行－新活力财富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1,21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15,300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重阳3期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052,056 人民币普通股 9,052,056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9,043,577 人民币普通股 9,043,577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7,515,460 人民币普通股 7,515,4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259,364 人民币普通股 6,259,36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499,300 人民币普通股 4,49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

人，2015年7月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桂冠电力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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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名优先股无

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预付账款：较年初减少43.40%，主要是预付燃料款减少；

2.存货，较年初减少28.83%，主要是火电发电量减少，预付库存燃料减少；

3.短期借款：较年初减少87.51%，原因是短期借款到期偿付；

4.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100.00%，原因是应付票据到期偿付；

5.应付账款：较年初减少32.69%，原因是火电发电量减少，燃料采购减少；

6.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增加176.15%，原因是按权责发生制计提的职工薪

酬尚未支付；

7.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72.80%，原因是水力发电增加，与电量、收入、利润

有关的税费增加；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203.52%，根据合同规定，部分长

期债务将于一年内到期，划分至本项目；

9.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170.10%，公司投资的联营企业其他综合收益

增加；

10.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增加53.16%，利润增加引起；

11.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272.53%万元，主要是公司应收账款回

收，按照账龄法计提的坏账损失减少；

12.投资收益：较上年增同期加2397万元，主要是公司参股企业盈利情况好

转；

13.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8.67%，主要岩滩公司发电收入增加，根

据税法规定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收入增加；

14.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744.97%，主要是税收争议事项本期确认，

按税法缴纳的滞纳金增加；

15.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270.93%，主要是收到岩滩公司增值

税即征即退收入增加；

16.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57.12%，原因是水力发电增加，与电

量、收入、利润有关的税费增加

17.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93.71%，主要是收到的参股

企业分红增加；

18.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4.94%，主要是子公

司去年取得基建财政贴息收入，本年度没有此项收入；

19.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41.75%，主要是岩滩公司二期工程已投产，基建支出减少；

20.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上年度有支付的投资尾

款，本年度无此事项；

21.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38.09%，主要是本期

前期项目付款减少；

2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81.38%，主要是本年发电收入和

利润增加，借款减少；

23.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是与

筹资有关的手续费本期未发生。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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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6月26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大会审议并通过

了包括 《关于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在内的全部共11个议案。 目前，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申请材料尚正在中国证

监会审查中，公司于2015年8月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2187号），9月19日公司完成相关答复

材料的公告，并将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2015年10月14日，

公司获悉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近日召开工作会议对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

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桂冠电力” 于2015年10月15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

收到审核结果后及时公告并复牌。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该重组目标资产龙滩

水电开发有限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发电量为136.69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33.83%；收入为356954.34万元，利润总额236455.59万元，净利润200956.23万

元（未经审计）。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股改相关的

承诺

资产注入

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

根据公司的

需要，逐步将

龙滩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

的发电资产

注入桂冠电

力。

2006年，当时承诺

无具体期限；2014

年6月25日，规范

承诺说明“不迟于

2018年6月30日，

在龙滩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的发电资产

盈利能力改善并且

符合相关条件时注

入桂冠电力。 ”

是 是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与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

如果大唐集

团及其控股

企业在桂冠

电力经营区

域内获得与

桂冠电力主

营业务构成

实质性同业

竞争的新业

务（以下简称

“竞争性新业

务” ）机会，

大唐集团将

书面通知桂

冠电力，并尽

最大努力促

使该等新业

务机会按合

理和公平的

条款和条件

首先提供给

桂冠电力或

其控股企业。

2009年岩滩资产

注入时承诺；其他

无具体承诺期限。

否 是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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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森

日期2015-10-20

股票代码：600236� � � � � � � � � � �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5-059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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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15年10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11名。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审议情况

（一）《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票数：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2015年10月21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5年10月21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关于聘请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票数：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一）2015年度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二）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8.80万元。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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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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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于2015年10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5名。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审议情况

（一）《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票数：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2015年10月21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5年10月21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公司监事会对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表决票数：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本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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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20日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骆 驼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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