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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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国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敏骏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娄健颖女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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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7,505,153.55 2,770,026,972.89 -2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561,640,375.44 2,085,102,223.77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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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9,491.18 -5,465,354.10 58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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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46,466.20 253,624,085.61 -2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8,591,454.60 34,596,372.89 127.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517,308.24 17,707,306.76 -266.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28 2.50 增加1.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52 0.111 127.1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52 0.111 1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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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65.43 -82,8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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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000.00 491,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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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97,587.36 143,789,395.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7,481.42 17,770.98

所得税影响额 -5,847,467.43 -35,998,291.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109,270.79 -109,192.75

合计 17,554,402.29 108,108,7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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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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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7,273,675 18.36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55,679,812 17.85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

限公司

19,197,491 6.15 无 国有法人

南方资本－工商银行－华

融信托－衡锋权益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9,414,113 3.02 无 未知

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 8,515,765 2.73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 5,436,937 1.74 无 境外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

长焦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5,153,027 1.65 无 未知

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4,149,600 1.33 无 国有法人

融通资本财富－招商银

行－宽众二号资产管理计

划

3,185,887 1.02 无 未知

融通资本财富－民生银

行－融通资本衡锐2号资产

管理计划

3,000,084 0.96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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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7,273,675 人民币普通股 57,273,675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55,679,812 人民币普通股 55,679,812

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19,197,491 人民币普通股 19,197,491

南方资本－工商银行－华融信

托－衡锋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9,414,113 人民币普通股 9,414,113

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 8,515,765 人民币普通股 8,515,765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 5,436,937 人民币普通股 5,436,937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153,027 人民币普通股 5,153,027

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4,149,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9,600

融通资本财富－招商银行－宽众

二号资产管理计划

3,185,887 人民币普通股 3,185,887

融通资本财富－民生银行－融通

资本衡锐2号资产管理计划

3,000,084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8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南方资本-工商银行-华融信托-衡锋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和融通资本财

富－招商银行－宽众二号资产管理计划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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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公司资产项目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75,597,594.61 151,340.53 49851.98%

应收账款 60,657,247.79 78,668,427.74 -22.90%

其他应收款 73,189,797.13 95,051,186.38 -23.00%

应收利息 4,838.13 1,088,762.40 -99.5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50,713,684.73 1,610,458,519.65 -40.97%

长期待摊费用 727,817.94 3,081,832.34 -76.38%

应付账款 14,478,612.62 26,139,369.96 -44.61%

预收款项 710,907.89 4,249,218.42 -83.27%

应交税费 34,394,538.10 20,915,825.81 64.44%

其他应付款 109,224,722.44 86,298,853.30 26.57%

递延所得税负债 88,934,710.51 186,920,587.50 -52.42%

其他综合收益 503,963,359.57 1,059,216,662.50 -52.42%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下属子公司增持货币基

金。

2. 应收账款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到货款。

1. 其他应收款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收到联营企业归还往来款。

2. 应收利息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子公司收到部分利息。

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减持部分兴业证券，持有兴业证券公允价值下降。

4. 长期待摊费用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摊销。

5. 应付账款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货款。

6. 预收账款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收入，结转预收款。

7.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相应计提所得税。

10、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联营企业往来款。

11、递延所得税负债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相应计提的递延所得税

税额减少。

1. 其他综合收益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下降，相应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2、报告期公司期间费用以及其他损益项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90,346,466.20 253,624,085.61 -24.95%

利息收入 10,481,485.80 45,884,562.00 -77.16%

营业成本 77,383,565.71 104,824,937.55 -26.18%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52,303.72 8,915,170.57 -64.64%

管理费用 56,613,348.00 42,254,926.65 33.98%

资产减值损失 3,903,751.52 5,160,907.70 -24.3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6,120.00 119,192.00 -130.30%

投资收益 162,822,863.95 30,857,101.35 427.67%

所得税费用 32,922,943.12 9,087,285.04 262.30%

少数股东损益 1,501,094.60 10,934,871.71 -86.27%

1. 营业收入减少主要原因是保健品板块受到政策和市场环境的严峻挑战， 本期收入与去年同期相

比有所减少。

2. 利息收入减少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逐步优化客户贷款投放结构，稳健内控，适当调整业务

规模。

3. 营业成本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收入减少，相应成本减少。

4. 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下降导致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税额减少。

5. 管理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下属子公司预提土地增值税。

6.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较去年同期减少。

7.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主要原因是所持股票市值下降。

8、投资收益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减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联营企业利润较去年同期上升。

9、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

10、少数股东损益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利润减少。

3、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构成情况及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29,491.18 -5,465,354.10 581.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245,191.25 28,712,828.78 186.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51,483.05 53,893,494.44 -137.39%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下属子公司发放客户贷款增量较去年同期减

少。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减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银行短期借款较去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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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5�年 8�月 4�日发布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披露公

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年 8月 4日起开始停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

标的涉及一家境外医药健康企业，主要交易对方为拥有标的资产的第三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主要的交

易方式为现金支付等方式购买股权或资产。 截至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事项，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包括确定标的及其资产范围、交易方式及其重组方案

等，组织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等工作。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资产规模大、范围广，审计、评估、法律等工作量大，有关各方仍需对标的资产

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和协商，方案涉及的相关具体问题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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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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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国平先生

日期 2015-10-21

证券代码：

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15-046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5�年 8�月 4�日发布了《上海交大昂立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4日

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2015年9月7日、10月8日披露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7日、10月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于

2015年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9月1日、9月14日、9月21日、9月28日、10月14日发布了《上海交大昂

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2015年10月19�日，公司与拟收

购标的公司签订相关的意向书。 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正在对拟收购标的

资产开展相应的尽职调查、法律、审计、评估等工作。相关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

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

引》等相关规定，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刊登的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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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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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0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5年10月13日以电话、传真及材料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

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以11票同意、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在本议案审议通过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公司股票自2015�年11月6日

起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月的延期复牌申请。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一）本次策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 重组停牌情况

公司于2015年8月4日发布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年 8月 4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2015年9月7日、10

月8日披露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7日、10

月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司于2015年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9月1日，9月14日、

9月21日、9月28日、10月14日发布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 策划重大资产重组背景、原因

为了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拟通过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大健康领域企业，进一步完善

公司业务布局，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水平，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多的投资回报。

3、 重组框架方案

（1）主要交易对方

主要交易对方为拥有标的资产的第三方，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2）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方式为现金支付方式从二级市场购买境外上市公司股份或由境外上市公

司向本公司定向增发新股，以使本公司最终持有其不超过29.9%股份并成为其重要的战略投资者。

（3）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境外上市综合性医药公司。 主要从事药品投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

（二）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1、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截至目前，公司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工作，与标的公司就收购事项进行了初步的接洽，就有

关事项达成初步共识。 2015年10月19�日，公司与标的公司签订相关的意向书。 公司组织的财务顾问、律

师、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已对拟收购标的资产开展相应的尽职调查、法律、审计、评估等工

作，上述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于 2015年8月4日披露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由于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年8月4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2015年9月7日、

10月8日披露了《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7

日、10月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分别于

2015年8月11日、8月18日、8月25日、9月1日、9月14日、9月21日、9月28日、10月14日披露了 《上海交大

昂立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三）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由于上述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是境外公司，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重

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尚需与交易对方进一步沟通与协商，公司预计无法按原定时间复牌。

（四）下一步推进重组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

公司将继续抓紧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包括具体方案、标的资产估值等，加快对标的

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进一步就交易细节与交易对方进行谈判，并就本次重组涉及的审批事宜加强

与监管部门的沟通。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刊登的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15-047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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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0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5年10月13日通过电话、传真及材料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应

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二、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530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临

2015-050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召开投资者说

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栏目，在线互动交流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策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申请，于2015年8月4

日按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停牌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有关规定，公司将于2015年10月28日上午10:00-11:00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公司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届时公司将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

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解答。

二、说明会的时间、地点、方式

1、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上午10：00-11:00

2、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为：http://sns.sseinfo.com

3、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总裁朱敏骏先生，常务副总裁葛剑秋先生，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娄健颖女士，董事会秘书李红女士

将出席本次会议。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网址为：http://sns.

sseinfo.com� ），与公司进行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2、为提高会议效率，敬请有意参加本次沟通的投资者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

和关注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联系人：李红、葛欣颖

2、电话：021-54277820

3、传真：021-54277865

4、邮箱：simona@mail.onlly.com.cn

六、其他事项

公司将在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说明的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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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Thomas�Aebischer先生 董事 工作原因

1.3� 公司董事长徐永模先生、法定代表人总裁李叶青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孔玲玲女士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吴昕先生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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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86,946,547 26,056,706,397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647,177,308 9,780,495,250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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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0,743,527 2,277,948,378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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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81,602,152 11,324,861,302 -1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535,164 814,955,793 -8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559,439 728,816,856 -87.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 8.97 减少7.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54 -85.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54 -8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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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0,313 -6,799,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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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92,102 46,947,53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173,635 5,025,0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699,374 -170,537

所得税影响额 -2,711,243 -9,334,5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6,957 308,269

合计 11,116,598 35,97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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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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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CHIN�B.V. 596,817,018 39.85 0 无 境外法人

国家股（由华新集团有限公司代为持

有）

208,671,772 13.93 0 无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098,989 2.28 0 无 未知

HOLPAC�LIMITED 29,779,888 1.99 0 无 境外法人

华新集团有限公司 27,923,942 1.86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768,700 1.45 0 无 未知

黄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378,812 1.09 0 无 未知

FTIF-TEMPLETON�ASIAN�

SMALLER�COMPANIES�FUND

13,235,738 0.88 0 无 未知

武汉铁路局 8,064,000 0.54 0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

瑞信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7,175,856 0.48 0 无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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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CHIN�B.V. 596,817,018

人民币普通股 322,380,85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4,436,160

国家股（由华新集团有限公司代为持有） 208,671,772 人民币普通股 208,671,77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098,989 人民币普通股 34,098,989

HOLPAC�LIMITED 29,779,88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9,779,888

华新集团有限公司 27,923,942 人民币普通股 27,923,94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768,7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68,700

黄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378,812 人民币普通股 16,378,812

FTIF-TEMPLETON�ASIAN�SMALLER�

COMPANIES�FUND

13,235,738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235,738

武汉铁路局 8,0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64,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高端制造

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175,856 人民币普通股 7,175,8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Holchin�B.V.与Holpac�Limited系一致行动人。

2、华新集团有限公司代国家持有国有股份。

3、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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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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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指标与年初相比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百

分比

变动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80,355,078 - 80,355,078 购买货币基金

应收票据 515,960,530 1,078,956,520 -562,995,990 -52% 票据到期及用于支付货款

应收账款 1,222,965,267 809,276,427 413,688,840 51% 经营规模扩大

长期应收款 41,598,572 15,875,617 25,722,955 162% 政府及少数股东借款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307,765,855 491,632,176 -183,866,321 -37% 对联营公司增持后转为子公司

在建工程 1,699,137,203 974,632,359 724,504,844 74% 海外、骨料、环保等投资增加

工程物资 156,774,277 109,470,053 47,304,224 43% 环保项目等工程物资储备

商誉 518,723,287 391,262,352 127,460,935 33% 并购柬埔寨一公司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0,560,642 157,593,492 82,967,150 53% 可抵扣亏损增加

短期借款 1,386,000,000 2,162,400,000 -776,400,000 -36% 偿还到期借款

应付票据 330,646,782 143,214,111 187,432,671 131% 新开票据用于支付货款

应付利息 180,167,940 94,042,459 86,125,481 92% 计提公司债利息

应付股利 66,451,689 38,861,898 27,589,791 71% 部分股利待支付

应付债券 3,831,351,667 2,093,129,286 1,738,222,381 83% 新发行8亿元公司债

长期应付款 141,376,253 2,163,452 139,212,801 6435% 新增融资租赁业务

其他综合收益 -5,626,127 9,585,542 -15,211,669 -15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价格及索莫尼汇

率下跌

3.1.2�利润表主要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末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百

分比

变动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9,722,796 2,826,108 6,896,688 244% 应收账款坏账转回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355,078 - 355,078 货币基金公允价值变动

投资收益 18,239,994 3,785,110 14,454,884 382% 联营公司盈利

营业利润 180,009,364 1,086,282,802 -906,273,438 -83% 主要产品价格下跌，盈利减少

营业外收入 157,354,344 241,948,618 -84,594,274 -35% 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18,572,016 10,220,018 8,351,998 82% 资产处置损失增加

利润总额 318,791,692 1,318,011,402 -999,219,710 -76% 主要产品价格下跌，盈利减少

所得税费用 69,113,933 273,213,563 -204,099,630 -75% 主要产品价格下跌，盈利减少

净利润 249,677,759 1,044,797,839 -795,120,080 -76% 主要产品价格下跌，盈利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124,535,164 814,955,793 -690,420,629 -85% 主要产品价格下跌，盈利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125,142,595 229,842,046 -104,699,451 -46% 主要产品价格下跌，盈利减少

3.1.3�现流表主要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相比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百

分比

变动说明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15,340,640 -1,075,690,775 360,350,135 -33%

新发行8亿元公司债以及未赎

回公司债重分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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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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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能严重过剩叠加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水泥需求下滑的不利局面，致使市场恶性竞争加剧，公司主导

产品水泥价格大幅下挫。 预计2015�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降幅将

在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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