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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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长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天元、杨占海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葛树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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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7,592,037.80 8,229,025,291.55 -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5,816,386,411.89 5,676,545,123.6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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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979,698.19 1,861,209,371.96 -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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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1,362,872.67 4,015,020,746.30 -3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34,806,798.36 1,207,583,239.03 -3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15,712,982.44 535,491,109.37 52.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43 22.00 减少7.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0 0.679 -3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0 0.679 -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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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74.27 364,0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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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3,980.01 3,838,900.03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147,873.08 147,873.08

债务重组损益 3,100.00 3,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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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8,935.64 9,778,935.6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28,282.06 428,282.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0,969.23 -5,854,896.0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1,560,202.23 11,560,202.23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46,619.09 -1,172,656.86

合计 23,734,358.97 19,093,81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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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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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黑龙江北大荒

农垦集团总公

司

1,140,262,

121

64.14 0 无 0 国家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

人分红－

005L－FH002

沪

20,349,912 1.14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领先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648,236 0.77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周期

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9,998,083 0.56 0 无 0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018L－CT001

沪

8,430,295 0.47 0 无 0 未知

交通银行－华

夏蓝筹核心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8,050,098 0.45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六组合

7,726,271 0.43 0 无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

体分红－

005L－FH001

沪

7,510,000 0.42 0 无 0 未知

余明伟 6,865,545 0.39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消费

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6,200,028

0.3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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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

司

1,140,262,121 人民币普通股 1,140,262,12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沪

20,349,912 人民币普通股 20,349,9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夏领先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3,648,236 人民币普通股 13,648,23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周期优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9,998,083 人民币普通股 9,998,083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8L－CT001沪

8,430,295 人民币普通股 8,430,295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8,050,098 人民币普通股 8,050,09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7,726,271 人民币普通股 7,726,27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团体分红－

005L－FH001沪

7,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10,000

余明伟 6,865,545 人民币普通股 6,865,54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200,028 人民币普通股 6,200,0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联系，本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联系或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股东总数（户） 86,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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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金额：万元

序号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增减比率

1 货币资金 50,779.37 136,596.78 -85,817.41 -62.83%

2 应收票据 23.01 887.01 -864.00 -97.41%

3 其他流动资产 112,913.36 4,688.85 108,224.51 2308.12%

4 长期股权投资 9,412.27 3,740.04 5,672.23 151.66%

5 在建工程 8,524.03 3,800.34 4,723.69 124.30%

6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38 -66.38 -100.00%

7 应付账款 30,582.08 44,591.18 -14,009.10 -31.42%

8 应交税费 327.73 828.64 -500.91 -60.45%

9 保险合同准备金 968.25 -968.25 -100.00%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000.00 -14,000.00 -100.00%

11 其他流动负债 54.57 139.53 -84.96 -60.89%

12 长期借款 492.17 818.91 -326.74 -39.90%

13 专项储备 453.66 653.68 -200.02 -30.60%

1、货币资金比年初减少85817.41万元，下降62.83%，主要原因系利用闲置资金开

展国债逆回购业务和购买理财产品形成。

2、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864万元，下降97.41%，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结

算完毕形成。

3、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108224.51万元，增长2308.12%，主要原因系开展国

债逆回购业务和购买理财产品形成。

4、长期股权投资比年初增加5672.23万元，增长151.66%，主要原因系处置子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25.09%股权，公司对其丧失控制权，转为权益

法核算形成。

5、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4723.69万元，增长124.3%，主要原因系农业分公司当年

粮食管护设施项目、农机管护设施项目和农田水利设施项目等处于建设过程，尚未达

到预计可使用状态形成。

6、递延所得税资产比年初减少66.38万元，下降100%，原因系处置子公司黑龙江

北大荒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25.09%股权，公司对其丧失控制权，合并范围变化形

成。

7、应付账款比年初减少14009.1万元，下降31.42%，主要原因系农业分公司偿付

采购粮款和肥料款及浩化分公司偿付采购生产资料款形成。

8、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500.91万元，下降60.45%，主要原因系本期缴纳企业所得

税、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等税金形成。

9、保险合同准备金比年初减少968.25万元，下降100%，原因系处置子公司黑龙

江北大荒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25.09%股权，公司对其丧失控制权，合并范围变化

形成。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减少14000万元，下降100%，原因系子公司

北大荒鑫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形成。

11、其他流动负债比年初减少84.96万元，下降60.89%，主要原因系一年内结转的

递延收益（建设成本补贴和供气入网费等）确认收益形成。

12、长期借款比年初减少326.74万元，下降39.9%，原因系偿还统贷统还借款形

成。

13、专项储备比年初减少200.02万元，下降30.6%，原因系浩化分公司本期使用提

取的安全生产费形成。

（二）利润表 金额：

万元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 增减比率

1 营业收入 267,136.29 401,502.07 -134,365.78 -33.47%

2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62.30 347.89 -285.59 -82.09%

3 营业成本 83,034.78 218,239.52 -135,204.74 -61.95%

4 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 -176.72 393.36 -570.08 -144.93%

5 营业税金及附加 427.73 1,388.63 -960.90 -69.20%

6 销售费用 4,242.45 6,979.21 -2,736.76 -39.21%

7 财务费用 -800.27 5,273.46 -6,073.73 -115.18%

8 资产减值损失 645.72 8,564.81 -7,919.09 -92.46%

9 投资收益 1,746.29 68,729.50 -66,983.21 -97.46%

10 营业外收入 667.96 1,435.09 -767.13 -53.46%

11 营业外支出 818.06 3,322.28 -2,504.22 -75.38%

1、 营业收入同比减少134365.78万元， 下降33.47%， 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化

（2014年3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2014年9月末处置子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汉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及农业分公司

农产品销售同比减少形成。

2、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减少285.59万元，下降82.09%，主要原因系子公司北大

荒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增强风险防范，谨慎开展中小企业担保业务，中小企业贷款

额同比减少，形成保费收入同比降低。

3、 营业成本同比减少135204.74万元， 下降61.95%， 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化

（2014年3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2014年9月末处置子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汉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及农业分公司

农产品销售同比减少形成。

4、提取保险合同准备金净额同比减少570.08万元，下降144.93%，原因系子公司

北大荒投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本期按规定转回（担保到期，客户还款）未到期责任准

备金和担保赔偿准备金形成。

5、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960.9万元，下降69.2%，主要原因系营业税、城建税

和教育费附加同比减少形成。

6、销售费用同比减少2736.76万元，下降39.21%，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化形成

（2014年3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2014年9月末处置子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汉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7、 财务费用同比减少6073.73万元， 下降115.18%， 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化

（2014年3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2014年9月末处置子公司

黑龙江北大荒汉枫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及公司总部已

无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同比减少。

8、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7919.09万元，下降92.46%，主要原因系计提应收款坏

账准备同比减少形成。

9、投资收益同比减少66983.21万元，下降97.46%，主要原因系2014年3月末处置

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米业公司超额亏损，净资产为负值，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规定，合并报表形成收益64215.27万元。

10、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767.13万元，下降53.46%，主要原因系合并范围变化形

成（2014年3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2014年9月末处置子公

司北大荒希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1、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2504.22万元，下降75.38%，主要原因系农业分公司农机

补贴和防汛抢险支出同比减少及2014年9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希杰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股权，合并范围变化形成。

（三）现金流量表 金额：

万元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 增减比率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697.97 186,120.94 -63,422.97 -34.08%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406.62 -38,076.43 -81,330.19 不适用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826.34 -162,859.96 79,033.62 不适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63422.97万元，下降34.08%，主要原因系

2014年3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合并范围变化减少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净额48826.36万元及子公司北大荒龙垦麦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收现减少

形成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同比减少17527.08万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81330.19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开展

国债逆回购业务和购买理财产品支付现金形成。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79033.62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总部

及子公司北大荒龙垦麦芽有限公司、北大荒鑫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大荒米业

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3月末不再纳入合并范围）上年同期偿还银行借款较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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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IPO，发行可转债等事项中，控股股东黑龙江

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所作的承诺持续有效并正在履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

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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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公司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较多，主要

原因系2014�年3

月末处置子公司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米业公司超额亏损，净资产为负

值，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规定，合并报表形成收益64,215.27�万元。

公司名称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长友

日期 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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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玉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成保明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练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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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011,773.42 612,322,713.40 5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74,731,102.89 466,212,163.19 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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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55,150.75 85,161,817.18 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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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658,953.09 243,937,070.03 1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7,954,864.19 42,625,327.48 82.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6,058,363.78 41,909,752.83 8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74% 9.51% 76.09%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2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9 0.26 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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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5 703,6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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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888.86 1,465,44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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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91.72 80,849.40

所得税影响额 -143,666.96 -353,464.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771,584.77 1,896,5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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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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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

公司

121,959,360 56.4 121,959,36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亿恩锐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1,407,760 9.9 21,407,76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万丰锦源投资有

限公司

8,109,000 3.75 8,109,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华戈天成投资有

限公司

6,422,328 2.97 6,422,328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天禄行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2,757,060 1.28 2,757,06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方基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4,492 0.7 1,524,49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陈小英 330,000 0.1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樊士岭 285,300 0.1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何军香 250,000 0.1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燕 180,00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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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小英 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

樊士岭 28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300

何军香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徐燕 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

华泰证券－中行－华泰紫

金周期轮动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79,946 人民币普通股 179,946

唐解明 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

楼向前 16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100

何黎政 1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600

方永槃 12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3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2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同为公司实际控人王玉锁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 公司

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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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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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

货币资金 335,417,262.21 58,238,069.95 475.94%

存货 15,105,111.82 7,493,239.89 37.93%

其他流动资产 2,110,117.82 6,064,854.73 -65.21%

在建工程 30,039,067.10 46,851,594.24 -35.88%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702,538.20 4,285,222.00 453.12%

应付账款 11,935,424.64 8,688,287.62 37.37%

预收款项 26,355,327.50 6,467,006.97 307.53%

应付职工薪酬 1,697,461.37 4,077,228.77 -58.37%

1、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长494.95%， 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及银行贷款到

账。

2、存货计较期初增长37.93%，主要原因是造船材料采购增加。

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65.21%，主要原因是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

减少。

4、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35.88%，主要原因是船舶建造项目完工转入固

定资产。

5、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453.12%，主要原因是支付购船款增加。

6、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37.37%，主要原因是船舶建造项目的推进和旅

行社业务量增长。

7、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307.54%，主要原因是对外造船业务增多。

8、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58.37%，主要原因是一季度发放了2014年

期末计提的职工薪酬。

单位：元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

营业收入 290,658,953.09 243,937,070.03 19.15%

财务费用 5,720,634.47 8,297,745.13 -31.06%

营业外收入 2,2626,232.88 1,207,659.32 87.65%

所得税费用 15,998,795.96 9,744,983.00 64.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655,150.75 85,161,817.18 39.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976,687.51 -40,200,959.81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530,586.52 -51,485,662.92 -

1、营业收入较上期增长19.15%，主要原因是业务量增长。

2、财务费用较上期减少31.06%，主要原因是归还了部分银行贷款。

3、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87.65%，主要原因是处置到期报废船舶获得

收入以及三季度取得北海市企业上市财政补贴收入。

4、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增加64.17%，主要原因是利润增长使企业所得税

增加。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长39.33%，主要原因是本期

业务量增长。

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多支出0.31亿元，主要原因是本

期募投项目“新建600座普通客船项目”支出增加。

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新增2.81亿元，主要原因是募集资

金及银行贷款到账。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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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售

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

限公司

自北部湾旅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之日起，本公司将所持北部湾旅游的股

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北

部湾旅游所有。

2012年2月9

日

期限：长

期?

否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份限售

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

限公司、

北京亿恩

锐投资中

心（有限

合伙）

自北部湾旅游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北部湾旅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之日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北部湾旅游股份，也不由北部湾旅游

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4年4月24

日

期限：上

市后36个月

内 ?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份限售

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

限公司、

北京亿恩

锐投资中

心（有限

合伙）

北部湾旅游上市后6个月内，如北部湾旅

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如果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相应调整）均低于北部湾旅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低于

北部湾旅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北部湾旅游股

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2014年4月24

日

期限：上

市后6个月

内?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份限售

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

限公司、

北京亿恩

锐投资中

心（有限

合伙）

1、直接或间接所持北部湾旅游股份在上

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北部湾旅

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2、在上

述锁定期届满后，在王玉锁先生担任北

部湾旅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北部湾

旅游股份不超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北部

湾旅游股份总数的25%，且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北部湾

旅游股份。 有关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在其

离职后仍然有效，不因其职务变更而拒

绝履行有关义务。 3、在上述锁定期届满

后，在王玉锁先生担任北部湾旅游董事

期间，每年转让的北部湾旅游股份不超

过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北部湾旅游股份总

数的25%，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北部湾旅游股份。 有关

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在其离职后仍然有

效，不因其职务变更而拒绝履行有关义

务。 4、如本企业或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

生擅自减持北部湾旅游股份或在任职期

间违规转让北部湾旅游股份的，本企业

或本企业实际控制人王玉锁先生违规减

持北部湾旅游股票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

归北部湾旅游所有，如未将违规减持所

得或违规转让所得上交北部湾旅游，则

北部湾旅游有权扣留应付本企业的现金

分红中与应上交北部湾旅游的违规减持

所得或违规转让所得金额相等的现金分

红。 "

2014年4月24

日

期限：长

期?

否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股份限售

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

限公司、

北京亿恩

锐投资中

心（有限

合伙）

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

减持股份不超过北部湾旅游股票上市之

日其所持股份总量的25%，减持价格（如

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北部湾旅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减持北部湾旅

游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

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北部湾旅

游，并由北部湾旅游及时予以公告，自北

部湾旅游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可

以减持北部湾旅游股份。

2014年4月24

日

期限：锁

定期满后两

年内

否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

限公司

1、除对北部湾旅游的投资以外，本公司

今后不会新设立或收购任何与北部湾旅

游从事相同或近似业务的子公司、分公

司等经营性机构，不在中国境内或境外

成立、经营、发展或协助成立、经营、发展

任何与北部湾旅游业务直接竞争或可能

竞争的业务、企业、项目或其他任何活

动，以避免对北部湾旅游的生产经营构

成新的、可能的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2、本公司将不会利用对北部湾旅游的控

制关系或其他关系进行有损北部湾旅游

及其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3、本公司或

其他子企业将不再中国境内以任何方式

投资或自营从事北部湾旅游已经开发、

生产或经营的产品（或相类似的产品，

或在功能上具有替代作用的产品）；无

论是由本公司或其他子企业自身研究开

发的，还是从国外引进或与他人合作开

发的与北部湾旅游生产、经营有关的新

技术、新产品，北部湾旅游有优先受让、

生产的权利。 4、本公司或其他子企业如

拟出售与北部湾旅游生产、经营相关的

任何其他资产、业务或权益，北部湾旅游

均有优先购买的权利；本公司承诺本企

业、并保证将促使其他子企业在出售或

转让有关资产或业务时给予北部湾旅游

的条件不逊于向任何独立第三方提供的

条件。 5、若发生上述情况，本企业承诺

本企业、并保证将促使其他子企业尽快

将有关新技术、新产品、欲出售或转让的

资产或业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北部

湾旅游，并尽快提供北部湾旅游合理要

求的资料。 北部湾旅游可在接到本企业

通知后三十天内决定是否行使有关优先

生产或购买权。 "

2012年2月9

日

期限：长

期

否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关联

交易

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

限公司

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尽量避

免与北部湾旅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之间

发生关联交易。 2、若关联交易难以避

免，本公司保证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

子公司作为关联交易一方严格按照正常

商业行为准则进行，保证关联交易的定

价政策遵循市场公平的原则，交易价格

参照市场独立第三方交易价格确定。 若

无同期同类市场价格可资比较或定价受

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易，以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

结果或合理成本加利润的方法确定交易

价格，以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2012年2月9

日

期限：长

期??

否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其他 上市公司

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

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

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

应进行调整，下同），且满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业绩发布、增持或回

购相关规定的情形下，本公司及控股股

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将

启动以下措施中的一项或多项以稳定公

司股价：（1）公司回购公司股票；（2）公

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3）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4）其

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

2014年4月24

日

期限：上

市后3年内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其他

新奥能源

供应链有

限公司

如北部湾旅游上市后三年内，股票收盘

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

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北部湾旅游净资

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

相应进行调整），在北部湾旅游启动稳

定股价预案时，本公司将严格按照稳定

股价预案的要求，依法履行增持北部湾

旅游股票的义务。 如违反上述承诺，北

部湾旅游有权将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红

予以暂时扣留，直至本公司实际履行上

述各项承诺义务为止。

2014年4月24

日

期限：上

市后3年内?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其他

上市公

司、新奥

能源供应

链有限公

司、北京

亿恩锐投

资中心

（有限合

伙）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导致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

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

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2014年4月24

日

期限：长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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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项目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玉锁

日期 2015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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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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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二届十五次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6日以现场

加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3日向全体

董事发出书面通知，所有会议材料均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书面提交全体董

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玉锁先生授权委托副董事长鞠喜林先生主持，应

到会董事10名，实到10名，董事长王玉锁先生、董事吴杰先生、董事赵金峰先

生及独立董事黎志先生因工作需要，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高管列席本

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0票，回避表决0人，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披露的《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0票，回避表决0人，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审计部原负责人冯潇云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审计部负责人职

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

度》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审计委员会提名林洁女士为审计部负

责人，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林洁女士，1985年出生，广西工学院财经系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北

京语言大学英语（商务方向）本科毕业。 曾任北海保绿废旧物资回收有限

责任公司会计助理，2009年加入公司，历任公司会计、财务部主任助理。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

度>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10票，回避表决0人，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的对外捐赠行为，加强公司对捐赠事务的管理，在充

分维护股东利益的基础上，更好地履行公司社会责任和公民义务、有效提升

公司品牌形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

捐赠法》等法律、法规和《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制订了《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详见同日披露的《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6日

B385

■ 2015年10月27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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