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0

■ 2015年10月22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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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董事长程光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邵伟宏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郭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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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5,681,643.63 7,200,748,351.29 -4.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85,791,065.80 3,615,412,822.21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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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893,689.59 274,245,433.26 1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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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702,009.30 784,669,909.25 7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320,952.44 262,264,081.23 -28.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455,661.27 34,723,663.77 393.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14 8.45 减少3.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36 0.3253 -28.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36 0.3253 -2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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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212.60

处置固定资产收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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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3,172.22 22,350,037.43 政府专项扶持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078.92 7,078.92

投资理财产品收

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5,340.44 403,756.43

主要系捐赠支出

与违约金收入相

抵

所得税影响额 -1,846,397.90 -5,708,771.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901.69 -261,022.86

合计 5,412,291.99 16,865,2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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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6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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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股份状

态

数量

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

407,469,756 50.54 0 质押 407,46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永裕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319,206 1.9 0 未知 其他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3,053,291 1.62 0 未知 其他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聚富五号新型结构化集合

资金信托

4,950,000 0.61 0 未知 其他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银驰6号证券投资资金信托

4,744,401 0.59 0 未知 其他

陈峰 2,790,000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肖勇 2,163,000 0.2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乌鲁木齐众志和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0,000 0.24 0 未知 未知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尊嘉ALPHA证券

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642,200 0.2 0 未知 其他

陈能依 1,450,002 0.1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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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407,469,756 人民币普通股 407,469,75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永裕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19,206 人民币普通股 15,319,206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盛世成长分级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53,291 人民币普通股 13,053,291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富五号新型结构

化集合资金信托

4,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50,000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银驰6号证券投资资

金信托

4,744,401 人民币普通股 4,744,401

陈峰 2,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0,000

肖勇 2,1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3,000

乌鲁木齐众志和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尊嘉

ALPHA证券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1,64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2,200

陈能依 1,450,002 人民币普通股 1,450,0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

股股东，与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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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前10名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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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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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名词释义：

宝山公司 上海万业企业宝山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银利公司 新加坡银利有限公司

春石公司 新加坡春石有限公司

南京吉庆 南京吉庆房地产有限公司

资产负债表中较上年末发生重大变化的科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合并 2014年12月31日合并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应收账款 4,293,414.66 1,024,967.39 318.88%

主要系本期应收宝山紫辰苑物业管

理费增加

预付款项 16,813,098.84 2,165,494.71 676.41% 主要系本期预付项目工程款

其他应收款 35,883,678.37 12,721,307.69 182.08% 主要系本期支付押金及代垫款

其他流动资产 216,179,714.74 51,036,865.52 323.58%

主要系本期预缴税金增加及购买理

财产品

长期应收款 14,253,899.97 9,760,039.21 46.04% 主要系本期支付物业保修金

无形资产 669,568.14 203,873.32 228.42% 主要系本期新增财务软件

应付帐款 395,362,124.37 706,330,079.64 -44.03%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项目工程款

预收款项 1,506,711,996.22 805,215,004.95 87.12% 主要系本期项目预售房款收入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915,847.54 4,253,365.70 -31.45% 主要系本期支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58,452,043.25 218,065,260.55 -73.20%

主要系本期缴纳宝山公司开发的房

产项目已售部分土地增值税清算款

及上年所得税所致

应付利息 2,874,082.49 4,531,018.94 -36.57%

主要系本期归还长期借款应付利息

相应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 529,352,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归还了一年内到期的长

期借款

利润表中较上年同期发生重大变化的科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合并 2014年1-9月合并 变动幅度 差异原因

营业收入 1,364,702,009.30 784,669,909.25 73.92% 主要系本期项目结转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893,356,302.92 552,607,891.92 61.66%

主要系本期结转收入增加，相应结转

成本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4,965,605.66 77,629,318.59 35.21%

主要系本期结转收入增加，相应结转

税金增加

财务费用 14,296,205.11 31,709,944.34 -54.92%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比上年同期减

少，相应银行利息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81,770.96 122,981.60 860.93%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投资收益 2,323,343.24 331,159,837.29 -99.30%

主要系上年同期转让子公司春石公

司、银利公司和南京吉庆股权取得的

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394,267.50 1,023,366.29 2186.01%

主要系本公司前期收到的上海市普

陀区土地发展中心对原两湾项目中

的“大公建” 地块的动拆迁补偿款本

期随万业新阶项目结转收入及成本

确认收益所致

现金流量表中较上年同期发生重大变化的科目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合

并

2014年1-9月合并

变动

幅度

差异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6,893,689.59 274,245,433.26 168.70%

主要系本期预售房款

收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532,537.56 661,711,821.11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

处置子公司股权转让

款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7,054,183.85 -1,364,327,930.20 不适用

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

到期的10亿元“09万

业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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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于2015年2月11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并于

2015年2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150295号）。 后因控股股东

三林万业筹划对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由于该事项对公司存在较大影响，同时也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因此，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5年7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中止审查通知书》（150295号），中国证监会同意

公司中止审查申请。

（2）公司于2015年6月11日收到控股股东三林万业通知，其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

股票于2015年6月12日开始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对公司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2015年6月19日公司发布《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正式进入重组程序。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且相关资产涉及海外收

购，程序复杂，相关审计、法律事务等工作量大，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股票仍在停牌中，

公司和控股股东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公司与中介机构已经

签署了重组服务协议,各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对上市公司、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和财务、税

务、法律等方面的工作。 公司及相关各方对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正在进一步沟通协商

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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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光

日期 2015-10-21

证券代码：

600641

证券简称：万业企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39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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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要求，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1、2015年截至第三季度末，公司房地产开发无新增土地储备。

2、2015年7-9月，公司房地产项目累计开工面积为105,528平方米，竣工面积为0；去

年同期开工面积为0，竣工面积为22,875平方米。 2015年1-9月，公司房地产项目累计开工

面积为272,707平方米，竣工面积为0；去年同期开工面积为144,635平方米，竣工面积为

22,875平方米。

3、2015年7-9月， 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累计签约面积为73,165平方米， 同比增加

373%；签约金额为93,636万元，同比增加287%；2015年1-9月，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累计

签约面积为165,870平方米，同比增加153%；签约金额为221,461万元，同比增加92%。

由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

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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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周勤业 董事 出差 吕强

孙锋 独立董事 出差 孙大建

公司负责人吕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丽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吕丽

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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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576,518.61 811,813,174.91 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8,271,308.04 645,500,080.8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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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55,817.60 1.71% 528,831,171.90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579,872.84 -13.16% 28,371,227.20 -4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3,116,523.46 -11.83% 25,850,919.95 -54.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2,241,023.83 -21.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58.82% 0.20 -67.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58.82% 0.20 -67.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8% -0.51% 4.43%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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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65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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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5,02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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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243.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514.68

减：所得税影响额 840,102.42

合计 2,520,307.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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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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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强 境内自然人 49.50% 90,288,000 67,716,000 质押 22,000,000

吕丽珍 境内自然人 5.06% 9,234,000 6,925,500 质押 2,300,000

欧阳波 境内自然人 3.51% 6,402,800 4,802,100

吕丽妃 境内自然人 3.38% 6,156,000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

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7% 3,600,000

吕懿 境内自然人 1.69% 3,078,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38% 2,512,5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88% 1,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长信双利

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55% 999,998

赵玉玲 境内自然人 0.50% 91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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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强 22,5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72,000

吕丽妃 6,1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56,000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

券投资基金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吕懿 3,0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8,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51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2,500

吕丽珍 2,30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8,500

欧阳波 1,6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7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中国农业银行－长信双利优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99,998 人民币普通股 999,998

赵玉玲 919,200 人民币普通股 91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吕强与吕丽珍、欧阳波、吕丽妃、吕懿为关联人。 未知上述

关联人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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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赵玉玲通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750,000股

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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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57.66%,主要系本期支付杭州写字楼款及支付设备款，材料款增加所致。

2、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73.49%，主要系本期客户期末信用内未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106.31%，主要系期末预付款项的材料款及展会装修定金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53.67%，主要系本期临安子公司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5、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126.67%，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在建工程厂房增加所致。

6、无形资产较年初增长178.6%，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预付土地款转入所致。

7、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94.32%，主要系本期购置杭州写字楼增加所致。

8、应付账款较年初减少32.13%，主要系本期已支付的设备，材料款增加所致。

9、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151.24%，主要系电子商务保证金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111.35%，主要系本期流转税缴税增加所致。

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35.82%，主要系本期销售人员工资及广告宣传费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50.25%，主要系本期汇兑损益减少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1482.23%，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账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69.03%，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6、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同比下降49.94%，主要系营业税金及附加和销售费用增加以及子公司亏损

影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97.31%，主要系本期因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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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公司

股票的全

体董事、

监事与高

级管理人

员。

1、持有公司股票的全体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离职6个月

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

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

201

1年

09

月

09

日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

股东（实

际控制

人）吕强

1、本人目前未经营或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

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2、本人

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以任何方式经营或从事与浙江哈尔斯真

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凡本

人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与浙江哈尔

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人会将

上述商业机会让予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3、如果

本人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并造成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

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的，本人同意赔偿相应损失。 4、本声明、承

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直至本人不再作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

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

201

1年

09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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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 至 -2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867.37 至 5,625.26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7,031.5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系公司及子公司费用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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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15-046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5年10月20日在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典大厦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于2015年10月15日以

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及授权代表8人，

董事周勤业因出差委托吕强董事长出席会议， 独立董事孙锋因出差委托孙大建独立董事

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

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吕强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王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3、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欧阳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

4、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冯凌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

议案》。

备查文件：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2日

附件：简历。

王琦 先生：汉族，1962年生，在职研究生学历，副高职称。 1981年9月至1997年9月担

任北方糖业集团公司干事、秘书、主任、处长等职务；1997年9月至2010年10月担任北汽福

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主任、部长、经理等职务，为北京市“双高” 引进人才；2010年10月至

2011年6月担任浙江众泰集团副总裁职务；2011年11月至2013年5月担任沈阳奥邦利集团

公司总经理，兼任辽宁省浙商会常务副会长。

王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欧阳波 先生：汉族，1973年生，硕士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经

理。1997年2月至2008年4月，先后担任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销售部长、副总经理、总经

理职务；2008年4月至2009年1月担任公司董事、 总经理；2008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董事；

2012年10月至2013年3月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3月至2015年10月担任公司总经理。

欧阳波先生持有公司640.28万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吕强先生之次女婿，除此之外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冯凌飞 先生： 男，汉族，1971年4月19日生，本科学历。 1996年8月至2001年3月担任

日普精密电子（东莞）有限公司工程师、生产主管；2001年3至2006年9月担任梁氏通讯电

子（广州）有限公司制造部高级经理；2006年9月至2010年9月担任西姆斯电子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2010年9月至2015年4月担任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7月至

今在公司任职。

冯凌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15-047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

年10月20日在公司召开，会议于2015年10月15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

知，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希平先生主持。

全体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

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真

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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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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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总经理辞职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0日收

到公司总经理欧阳波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欧阳波先生因公司发展需要，自愿辞去公司总

经理职务。 辞职后，欧阳波先生将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分管国际营销工作。 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该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相关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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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谭忠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建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马世彪保证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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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7,361,

223.34

5,786,101,

809.64

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67,717,

257.11

3,891,860,

999.45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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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455,071.77 663,966,937.19 -34.57

营业收入

3,075,580,

128.86

3,009,497,

031.55

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5,266,179.38 398,583,498.38 -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63,454,549.70 407,190,175.64 -1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8 10.24 减少0.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19 0.4603 -8.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19 0.4603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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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593,199.65 2,667,118.90

所得税影响额 -148,299.82 -668,093.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785.08 -187,395.82

合计 383,114.75 1,811,6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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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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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5,868,472 69.97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891,310 2.99 0 无 未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856,206 2.41 0 无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081,700 0.93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6,004,398 0.69 0 无 未知

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公司 5,893,970 0.68 0 无 国有法人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89,554 0.53 0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13,183 0.38 0 无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0 无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0 无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0 无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0 无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0 无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0 无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0 无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0 无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0 无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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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5,868,472 人民币普通股 605,868,47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5,891,310 人民币普通股 25,891,31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856,206 人民币普通股 20,856,20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0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8,081,7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6,004,398 人民币普通股 6,004,398

山西杏花村国际贸易公司 5,893,970 人民币普通股 5,893,970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589,554 人民币普通股 4,589,554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富裕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313,183 人民币普通股 3,313,183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代表国家持有股份的单位，山西杏花村

国际贸易公司系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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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加幅度（%）

货币资金 1,049,900,241.45 756,496,918.01 38.78

应收账款 55,987,136.65 1,444,155.61 3776.81

预付款项 29,913,424.68 61,613,626.94 -51.45

其他应收款 23,746,596.66 10,901,802.27 117.82

其他应付款 403,579,830.69 261,071,921.58 54.59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加幅度（%）

财务费用 -7,640,889.85 -12,315,796.41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9,720,420.42 7,134,826.83 36.24

营业外支出 11,988,721.93 30,783,879.42 -61.06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加幅度（%）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642,646.92 59,732,145.85 -52.05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还利息支付的现

金

1,293,794.45 313,165,783.83 -99.5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3,403,323.44 115,115,730.86 154.88

1、货币资金增加主要系本期票据支付比例提高及未进行现金分红所致；

2、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本期赊销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减少主要系本期预付工程款转入在建工程所致；

4、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本期暂付往来款增加所致；

5、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本期尚未支付的市场促销费及广告宣传费增加所致；

6、财务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增加所致；

8、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系本期税收滞纳金及罚款减少所致；

9、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保证金减少所致；

10、分配股利、利润或偿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未进行现金分红所致；

11、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未进行现金分红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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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股改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本公司

制定管理层股权激励计

划，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实

施

2019年6月底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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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谭忠豹

日期 2015-10-21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09

公司简称：山西汾酒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641

公司简称：万业企业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15-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