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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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耀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王凤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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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59,072.78 105,546,546.87 -1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2,775,172.02 36,208,126.78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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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8,803.56 -6,581,564.9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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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8,140.94 9,346,822.05 6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67,045.24 757,845.29 766.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672,421.31 -1,549,001.4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63% 2.15% 增加14.4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175 0.0020 775.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175 0.0020 775.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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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8.08 -347,7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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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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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440.00 579,04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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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393.82 6,688,77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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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453.94 1,319,436.0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27,438.20 8,239,4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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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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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葛化集团有限

公司

75,291,177 20.08 0 无 0 国有法人

武汉华原能源物资

开发公司

23,913,080 6.3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科汇通（深圳）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20,763,602 5.5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海定 5,162,232 1.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代玉萍 4,560,000 1.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杰军 3,278,636 0.8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万远明 2,582,900 0.6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任宇花 2,217,733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月红 2,200,000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贾敏 2,174,400 0.5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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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 75,291,177 人民币普通股 75,291,177

武汉华原能源物资开发公司 23,913,080 人民币普通股 23,913,080

中科汇通（深圳）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20,763,602 人民币普通股 20,763,602

王海定 5,162,232 人民币普通股 5,162,232

代玉萍 4,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0,000

王杰军 3,278,636 人民币普通股 3,278,636

万远明 2,582,9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2,900

任宇花 2,217,733 人民币普通股 2,217,733

王月红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贾敏 2,1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74,400

武汉葛化集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在本公司知情范围内相互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无<<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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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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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科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003,087.38 2,056,561.58 46.02%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447,399.55 54,503.00 2555.63%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工程款项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 1,089,488.06 383,784.52 183.88% 主要系公司其他应收项目增加所致

存货 3,007,574.10 760,539.72 295.45%

主要系子公司工程项目增加，存货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974,646.87 29,972,706.27 -83.40%

主要系上期末持有的到期回购债券

本期出售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15,000,000.00 10,000,000.00 50.0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应付票据 753,76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采用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方式支付所致

预收款项 720,231.00 100.00%

主要系子公司工程预收款项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1,142,659.66 1,733,386.22 -34.08%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上期尚未支付

的部分人员薪酬所致

其他应付款 16,791,364.39 35,145,610.11 -52.22% 主要系本期归还往来款项所致

利润表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5,428,140.94 9,346,822.05 65.06% 主要系公司业务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3,933,947.62 7,329,117.85 90.12% 主要系公司业务增加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8,760.76 156,001.34 181.25%

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损失

以“-” 号填列)

-1,345,098.32 -100.00%

主要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本期确认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8,033,872.19 2,197,490.77 265.59%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

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

填列)

5,050,567.90 652,604.09 673.91%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

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99,436.83 279,204.67 580.30%

主要系本期债务重组收益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48,744.15 169,848.66 105.33%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清理

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号填列)

6,601,260.58 761,960.10 766.35%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

收益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218,803.56 -6,581,564.97 -116.04%

主要系公司营业成本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5,286,874.67 -75,064,148.69 133.69%

主要系本期出售的金融资

产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304,174.46 481,000.00 -2242.24%

主要系本期偿还公司往来

款项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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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期2015-10-26

证券代码：

600769

证券简称：祥龙电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30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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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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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5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三）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7人，实际出席董事人数7人.

（五）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杨雄先生。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通过。《武汉祥

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攀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

会秘书履行职责。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通过，

特此公告!

�武汉祥龙电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6日

附件：

刘攀先生简历

刘攀，中国国籍，1989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在中国建设银行武汉光谷

支行工作，2015年4月入职公司， 从事证券事务相关工作，2015年8月参加上海

证券交易所第六十五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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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吴云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琼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毕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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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1,845,223.96 6,704,462,214.92 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813,358,345.87 4,685,155,386.59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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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989,091.52 399,376,905.47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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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4,665,356.49 3,973,143,226.78 24.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644,709.20 265,479,692.06 -1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6,665,182.22 248,528,207.78 -12.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93 5.931 增加1.0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8 0.203 -12.3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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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222.35 -633,891.27

主要为处置报废特种箱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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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756.80 5,541,010.40

主要为大连铁龙混凝土

公司拆迁补偿转入金额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038,082.19 1,038,082.19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5,593,444.45 11,227,216.6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10,389.56 9,225,046.62

所得税影响额 -2,806,862.67 -6,627,384.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54,104.74 -3,790,553.56

合计 6,566,483.24 15,979,52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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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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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7,554,700 15.90% 无 国有法人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184,193,104 14.11%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037,653 2.99% 未知 国有法人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22,863,828 1.75% 未知 境外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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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26,000 1.66% 未知 其他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16,130,929 1.24%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758,200 1.21%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

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10,989,240 0.84% 未知 其他

财富证券－兴业银行－星城3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9,333,600 0.71% 未知 其他

中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853,952 0.52% 未知 其他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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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7,55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554,700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184,193,104 人民币普通股 184,193,10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9,037,653 人民币普通股 39,037,653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22,863,828 人民币普通股 22,863,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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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26,000

君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16,130,929 人民币普通股 16,130,929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75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58,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0,989,24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9,240

财富证券－兴业银行－星城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333,600 人民币普通股 9,333,600

中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853,952 人民币普通股 6,853,952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

发总公司均为铁路系统国有股东，其他股东的关联关

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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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万元

股东总数（户）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

例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765.95

10,

089.94

-92.

41%

本报告期期末银行承兑汇票结存量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42,173.99

15,

759.71

167.61% 本报告期增加委托银行理财业务。

长期股权投资 6,818.61 5,007.59 36.17% 本报告期增加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清理 81.27 16.79

384.04

%

本报告期待清理资产增加。

无形资产 11,229.15 5,053.42 122.21% 本报告期增加土地、房屋使用权。

应付账款 31,228.79

18,

641.49

67.52% 本报告期应付造箱款等增加。

应付利息 1,715.83 2,803.33

-38.

79%

本报告期发行公司债券的应付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74,800.52 发行的公司债将于一年内到期兑付。

应付债券

74,

559.98

-100.

00%

发行的公司债将于一年内到期兑付。

（2）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2,842.66 1,983.64 43.31% 本报告期针对市场加强营销业务。

管理费用 6,526.13 5,053.33 29.15% 本报告期强化公司各业务管理。

资产减值损失 316.33 466.59 -32.20% 本报告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同比减少。

投资收益 1,654.47 419.25 294.63% 本报告期理财业务投资收益增加

（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09.68 -72,420.60 -40.06%

本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现金支付减

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60.19 44,912.71 -119.28%

本报告期支付现金股利及公司债利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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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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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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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振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管有冬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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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79,943,891.12 33,898,129,926.34 1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495,471,400.93 7,729,393,524.60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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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1,552,297.46 -2,046,204,371.56 14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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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9,743,551.65 4,424,442,049.61 10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83,136,065.32 160,021,067.65 451.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53,386,963.69 147,165,915.46 411.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89 2.42 增加 8.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55 0.10 4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55 0.10 45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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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11.70 -156,2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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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00.00 6,237,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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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27,796.70 70,427,79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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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523.64 6,255,52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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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358.31 2,845,600.96

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损益 51,022,383.6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

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702,036.65 -3,507,066.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65,331.74 -3,376,334.36

合计 69,724,098.56 129,749,1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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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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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37,728,

000

58.86% 937,728,0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GUOTAI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23,642,788 1.48% 未知 境外法人

BOCI�SECURITIES?

LIMITED

13,168,174 0.83% 未知 境外法人

金濠(合肥)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9,000,000 0.56% 未知 境外法人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5,930,512 0.37% 未知 境外法人

JIASHAN�SHEN 5,507,866 0.35% 未知 境外自然人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ACCOUNT�

CLIENT

5,367,877 0.34% 未知 境外法人

常州市华顺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5,068,800 0.32% 5,068,80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CREDIT�SUISSE�AG�

HONG�KONG�BRANCH

4,804,831 0.30% 未知 境外法人

唐起麟 4,130,000 0.26% 未知 境外自然人

新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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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23,642,788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642,788

BOCI�SECURITIES???LIMITED 13,168,174 境内上市外资股 13,168,174

金濠(合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9,0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9,000,000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5,930,512 境内上市外资股 5,930,512

JIASHANSHEN 5,507,866 境内上市外资股 5,507,866

HAITONG�INTERNATIONAL???SECURITIES�

COMPANY�LIMITED-ACCOUNT�CLIENT

5,367,877 境内上市外资股 5,367,877

CREDIT�SUISSEAG�HONGKONG�BRANCH 4,804,831 境内上市外资股 4,804,831

唐起麟 4,13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4,130,000

陈素幸 4,121,073 境内上市外资股 4,121,073

金樟贤 3,831,1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3,831,100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

LIMITED

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或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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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报告期内公司资产构成同比情况及分析

项目 本期末 上期末 增减额

增减

幅度

原因分析

应收账款 8,081,630.85 3,990,387.69 4,091,243.16 102.53%

新增应收吾悦广场租

金收入

预付款项 2,489,028,514.26 1,602,514,237.47 886,514,276.79 55.32% 新增办公楼预付款

其他应收款 3,010,333,794.46 1,470,727,080.03 1,539,606,714.43 104.68% 合作项目往来款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1,544,758,767.35 907,371,900.27 637,386,867.08 70.25%

新增合营企业，股权

投资余额增加

投资性房地产 1,694,293,670.30 1,077,000,000.00 617,293,670.30 57.32%

新收购公司投资性房

地产

在建工程 538,784,036.41 0 538,784,036.41 100.00%

新收购公司的在建工

程

短期借款 160,000,000.00 100,000,000.00 60,000,000.00 60.00%

本期新增银行短期借

款

应付职工薪酬 3,609,044.06 91,672,742.38 -88,063,698.32 -96.06%

上年末计提的奖金在

本期完成发放

应交稅费 405,601,441.61 695,666,408.73 -290,064,967.12 -41.70%

上年末计提的所得税

本期进行支付

应付利息 43,255,308.36 101,025,041.43 -57,769,733.07 -57.18% 本期支付公司债利息

其他应付款 2,838,929,547.95 1,333,371,499.13 1,505,558,048.82 112.91%

新增收购公司应付款

及合营公司往来款增

加

长期借款 4,746,030,000.00 2,721,900,000.00 2,024,130,000.00 74.36%

本期新增银行长期借

款

3.1.2报告期内经营成果同比情况及分析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9,259,743,551.65 4,424,442,049.61 4,835,301,502.04 109.29% 结算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 7,003,651,453.90 3,309,533,272.48 3,694,118,181.42 111.62% 随营业收入增长而增长

营业税金及附

加

578,729,939.45 359,477,963.33 219,251,976.12 60.99% 随营业收入增长而增长

管理费用 334,487,302.03 243,587,933.25 90,899,368.78 37.32%

随着公司规模扩大人工费用

及办公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5,507,665.51 -25,278,754.91 30,786,420.42 -121.79%

未满足资本化条件而产生的

利息费用增加

营业外收入 82,802,971.00 10,130,097.56 72,672,873.44 717.40%

取得子公司时公允价值评估

产生的收益

营业外支出 3,448,375.77 5,476,234.14 -2,027,858.37 -37.03% 非流动资产处置支出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为彻底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新城控股之间的潜在同业竞争，实现整体上市及公司价值回归，恢复融

资平台的正常功能，促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高公司运营效率，公司自2014年7月31日起停牌，开始筹

划与解决公司B股问题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于2015年4月确定了以“新城控股发行A股股票换股吸收

合并新城B股” 的方式来解决公司B股问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分别于2015年5月8日及2015年5月25日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和摘要及其

他相关议案，并于2015年9月18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核准批复。 截至报告期末，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尚待取得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施本次吸收合并现金选择权的核准。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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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江苏新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振华日期

2015-10-26

武 汉 祥 龙 电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125

公司简称：铁龙物流

公司代码：

600769

公司简称：祥龙电业

江 苏 新 城 地 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900950

公司简称：新城

B

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