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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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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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武祥 独立董事

因其他重要公务未能亲自出席

，

委托独

立董事郭涛代为表决

郭涛

1.3� 公司负责人周学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永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亚军保证季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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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57,965,584.24 31,147,771,147.06 -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540,575,222.51 20,557,302,176.30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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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3,453,850.86 1,252,455,249.38 1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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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9,330,644.05 15,306,967,892.51 -3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5,960,283.39 2,592,553,356.79 -2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784,042,721.00 2,382,048,799.32 -25.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39 14.70

减少

5.3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5 0.59 -23.7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45 0.59 -2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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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35,462.29 19,074,97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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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55,724.59 139,138,563.2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061,917.83 85,529,1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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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09,281.65 3,702,445.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6,120.46 3,171,558.2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捐赠性收支净额

-190,110.00 -190,110.00

所得税影响额

-5,599,256.20 -48,289,951.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309,689.04 -219,043.91

合计

9,359,963.70 201,917,56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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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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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生产经营情况简介

2015年第三季度，受全球经济疲弱和油气供给持续过剩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保持低位运行，全球油

气上游企业面临的“低油价、高成本”矛盾进一步突出，油气公司纷纷削减投资，部分开发项目推迟或暂停，对油气

工程行业的发展运营带来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面对行业大环境带来的挑战，公司一方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持续狠抓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保

证各在建项目按计划平稳运行，另一方面努力开源节流，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并持续实施综合的降本增效措施，深

挖潜力，全力降低成本。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29亿元，净利润19.86亿元。

（1）工程项目安全平稳有序运营

第三季度公司运行18个海上油气田开发项目和6个陆上建造项目，澳洲Ichthys� LNG、挪威NyhamaNa、壳牌文

莱BSP、锦州25-1/25-1南油气田II期开发工程等6个项目完工。 完成了2座导管架、9座组块的海上安装和51公里的

海管铺设。 涠洲项目12座结构物海上安装提前收官，江苏响水海上升压站项目主结构完成封顶，俄罗斯Yamal项目

首列12个模块全部进入总装阶段。

1-9月，累计投入工时为3708万，损工事件率为0.02，同比下降50%；应记录事件率为0.02，同比下降20%，安全

管理继续保持较好水平。

截至2015年9月30日重点工程项目实施进度：

设计业务第三季度投入53万工时，前三季度累计投入155万工时。

建造业务第三季度完成钢材加工量5.33万结构吨，前三季度累计完成13.85万结构吨，共完成了7座导管架和17

座组块的建造。

安装业务第三季度投入3882船天，前三季度累计投入1.24万船天，共完成了8座导管架、33座组块的海上安装

及69公里海底管线铺设。

前三季度累计完成工程量同比变化统计如下：

时间

设计工时

（

万

）

钢材加工量

（

万结构吨

）

投入船天

（

万天

）

2015

年

1-9

月

155 13.85 1.24

2014

年

1-9

月

181 21.22 2.07

同比增减

-14% -35% -40%

（2）认真分析当前国际国内海洋工程市场形势，制定策略积极应对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国内外市场承揽额41.35亿元。 国际油价下跌使得大部分石油公司缩减投资，加之当前正处

于“十二五” 规划末期，国内海上油气项目较前几年高峰期有所减少，公司市场开发面临着工作量下降、竞争更加

激烈的挑战。

为此，公司明确了如下应对策略：一是要重点加强国际市场开发，争取更多的海外订单。 一方面通过做好在建

国际项目，打造项目品牌，树立良好口碑，不断深化与原有国际伙伴合作，扩大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抓住低油价下甲

方对低成本需求的机会，积极优化技术方案、降低成本，提高价格竞争力，向更多国际公司推介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加大中东区域和加拿大等地的开发力度，寻求新的合作机会。目前公司已投标38个国际项目，并正在组织20余个国

际项目的投标。

二是在国内市场开发中，更注重紧密跟踪甲方的油气田项目开发方案审批进度，提前做好资源安排和分包计

划的制定；与甲方沟通扩大采办等工作范围，增加产值；改进投标策略，针对不同海域市场开发特点，制定专项投标

计划，更加高效地实施投标工作。

公司的市场开发工作正在围绕上述策略紧密进行。

（3）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助力降本增效

新型T型牺牲阳极成功应用于蓬莱19-9项目，该种阳极具有高效、低成本、使用寿命长等优点，需要更少的阳极

就可以满足设计要求，能节约相应成本超过50%。

在AUT（全自动超声波检测）系统双金属复合管检验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获得全球第四个、亚洲首个相关检测

认证资质证书，检验精度达到0.8毫米，标志公司的AUT检测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公司在泰国海管项目中积极

推广AUT检验技术，检验精度和效率大幅提升。

天然气回收技术助力渤海油田降本增效。 公司通过对渤海油田3个平台的天然气工艺设计改造，实现天然气累

计增产74万方/天，给甲方带来可观经济效益。

（4）出资5.1亿美元与美国福陆集团成立珠海合资公司，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为了较快提高国际化运营能力，加快深水业务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珠海子公司以珠海场地整体合作为合资

基础，与美国福陆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建设、运营、管理珠海场地，并将珠海场地全面推向国际工程市场。 经过数论

商议谈判，双方就该项合作于报告期取得了重要进展，达成了协议，并通过了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议批准。 珠

海子公司将出资5.1亿美元，占合资公司51%的股权，福陆公司出资4.9亿美元，占49%股权。 目前成立合资公司事项

正在报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待批准后将向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并履行出资手续。

珠海基地项目一期工程已完工投产，二期工程实施进度达84%，年底前具备投产条件。

（5）第四季度工作安排

第四季度公司将进行18个项目的建设施工， 国内项目主要分布在渤海、 南海， 与此同时俄罗斯Yamal、 缅甸

Zawtika、巴西FPSO模块等几个大型海外项目逐步进入施工高峰期。公司将继续做好安全管理和质量管理，进入冬

季后将重点做好高空作业尤其是危险品管理等工作。 持续加强重点区域、重点环节、重大作业的监督检查，保障项

目安全有序运行，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生产任务。

面对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给整个油气工程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公司将全力开拓国际市场，加快珠海合资公司

设立和珠海基地二期建设，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确保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3.2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3.2.1�利润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营业收入

10,129,330,644.05 15,306,967,892.51 -33.83

营业成本

7,291,618,640.90 11,122,935,006.15 -34.45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1,764,104.57 385,062,291.80 -57.99

财务费用

-87,907,921.71 82,140,104.03 -207.02

资产减值损失

6,771,267.76 1,106,180.64 512.1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1,355,844.15 -28,225,580.29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85,960,283.39 2,592,553,356.79 -23.40

少数股东损益

-3,620,546.58? 2,213,252.40 -263.58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0,694,612.83 43,427,896.35 -239.76

原因分析：

1. 营业收入

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1.29亿元，同比减少51.78亿元，下降33.83%，主要是整体工作量出现一定幅度下降，

其中陆地建造业务完成钢材加工量较去年同期下降35%，海上安装营运船天同比下降40%。

2. 营业成本

前三季度发生营业成本72.92亿元，同比减少38.31亿元，下降34.45%，主要是一方面受工作量下降影响，营业成

本减少；另一方面公司持续实施综合性降本增效措施,把不断降低成本作为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如紧控预

算，船舶成本降低超过5000万元；通过在厂房车间和船舶上大力使用国产化配件、自主维修保养设备、库存材料优

化再利用等措施全面降低成本，挖掘增效潜力。

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86亿元，同比下降23.40%，主要是由于工作量的减少，收入规模随之下降。

但净利润下降幅度明显小于收入降幅，主要得益于公司持续加强项目管理和成本管控，取得了积极成效。

4. 营业税金及附加、财务费用

营业税金及附加1.62亿元，同比减少2.23亿元，下降57.99%，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入减少，同时可抵扣分包额较

多，导致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较多。

财务费用-0.88亿元，同比减少1.70亿元，下降207.02%，主要原因：一是因美元升值，公司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或

合同应收款等产生汇兑净收益1.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7亿元；其次，利息净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0.32亿元，主要

是公司偿还了香港子公司抵押贷款0.56亿元，同时深圳子公司回购了融资租赁的“海洋石油289” 船，带息负债减

少，财务费用相应下降。

5. 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资产减值损失677.13万元，同比增加566.51万元，增长512.13%,主要是本年计提坏账准备255.89万元，同时青

岛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421.24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0.91亿元，同比增加0.63亿元，主要是Yamal项目的远期结汇合约因各期锁定汇率与本期期

末远期汇率差异形成的浮动亏损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6. 少数股东损益

少数股东损益-362.05万元， 同比减少583.38万元， 下降263.58%， 主要是本年子公司科泰有限公司亏损1,

226.19万元，占有30%股权的少数股东当期损益为-367.86万元。

7.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0.61亿元，同比减少1.04亿元，主要是公司持有的蓝科高新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净额

-0.66亿元所致。

3.2.2�资产负债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货币资金

4,434,645,587.46 3,281,826,338.76 35.13

应收账款

3,751,113,552.71 5,843,029,130.23 -35.80

预付款项

557,634,579.56 246,103,857.01 126.59

应收利息

53,567,671.23 10,393,778.04 415.38

其他应收款

46,816,494.24 238,704,773.87 -80.39

存货

1,597,204,804.10 1,108,847,744.04 44.04

其他流动资产

2,061,803,344.68 3,087,069,830.58 -33.21

投资性房地产

0 255,930,283.78 -100.0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项目

2015

年

9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

168,207,828.15 78,999,408.00 112.92

预收款项

608,162,182.69 1,020,399,165.89 -40.40

应付职工薪酬

160,871,779.10 411,511,471.58 -60.91

应交税费

336,940,176.03 819,754,828.52 -58.90

应付利息

62,123,666.67 10,327,484.37 501.54

长期借款

0 56,172,420.00 -1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24,219,670.37 35,246,299.64 -31.28

其他综合收益

125,537,296.72 186,432,088.19 -32.66

原因分析：

1. �资产项目

货币资金较上年期末增加11.53亿元，增长35.13%，主要是：一方面公司收款及时，资金回流良好，另一方面，珠

海子公司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10亿元，货币资金相应增加。

应收账款较上年期末减少20.92亿元，降低35.80%，主要是公司本期工程项目收款及时，多个项目按照合同约

定里程碑收到工程款，应收账款相应减少。

预付款项较上年期末增加3.12亿元，增长126.59%，主要是与分包商结算的预付款项增长所致。

应收利息增加0.43亿元，增长415.38%，主要是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按合同计提的利息。

其他应收款减少1.92亿元，降低80.39%，主要是深圳子公司回购“海洋石油289” 船，收回融资租赁保证金0.73

亿元，其次，本期收到增值税退税，其他应收款相应减少。

存货较上年期末增加4.88亿元，增长44.04%，主要是：一方面，公司本年已完成工作量未结算部分较上年末增

加4.32亿元；另一方面，库存物资较上年末增加0.57亿元，主要为原材料等库存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减少10.25亿元，下降33.21%，主要是珠海子公司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余额

减少10亿元。

投资性房地产较上年期末减少2.56亿元，主要是公司对天津港保税区出租给甲方的一栋办公楼进行修缮，会计

核算科目由投资性房地产转换至在建工程所致。

2. �负债项目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较上年期末增加0.89亿元，增长112.92%，主要是青岛子公

司与渣打银行就Yamal项目签订的远期售汇合约的公允价值变动额。

预收款项较上年期末减少4.12亿元，降低40.40%，主要系根据工程项目实施进度的正常安排。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期末减少2.51亿元，降低60.91%，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末计提的员工奖金，导致应付职工

薪酬减少。

应交税费较上年期末减少4.83亿元，降低58.90%，主要是本期缴纳了上年年末计提的税费，同时本期收入规模

下降，本期应交税费额相应较小所致。

应付利息较上年期末增加0.52亿元，增长501.54%，主要是公司12亿元公司债债券付息方式为一年一付，前三

季度计提利息0.52亿元。

长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减少0.56亿元，主要是本期偿还了香港中国银行抵押贷款91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0.56亿

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较上年期末减少0.11亿元，降低31.28%，主要是蓝科高新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及出售股票导致

的变动。

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期末减少0.61亿元，降低32.66%，主要是公司持有的蓝科高新股票公允价值变动净额-0.

66亿元所致。

3.2.3�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

1-9

月 变动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3,453,850.86 1,252,455,249.38 128.6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6,769,731.80 1,107,484,161.63 -113.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3,448,234.68 -2,044,823,385.50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8.63亿元，同比增加16.11亿元，增长128.63%，主要原因是前三季度公司收款及

时，经营活动现金流较稳定。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47亿元，同比增加流出12.54亿元，主要原因是：（1）珠海子公司银行理财产

品到期净收回投资10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5亿元。（2）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14.57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67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6.63亿元，同比减少流出3.81亿元。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包

括（1）香港子公司偿还抵押贷款91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0.56亿元；（2）深圳子公司支付融资租赁的 “海洋石油

289”船第五期租金0.27亿元，以及回购该船支出的5.60亿元；（3）本期公司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派发现金股利

10.17亿元， 共计约流出16.6亿元。 而上年同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主要包括偿还进出口银行到期贷款

14.80亿元以及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派发现金股利4.42亿元。 因此本期净现金流出较去年同期相应减少。

3.3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4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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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

司

承诺在本公司存续期间

，

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及其控制的

法人现在和将来均不从事任

何与本公司经营范围相同或

相似的业务

，

以及不采取任

何方式进行可能导致本公司

利益受损的活动

。

承诺时间

：2001

年

8

月

15

日

，

期限

：

本

公司存续期间

。

否 是

与再融资相关

的承诺

股份限售

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

司

在海洋工程

2013

年度非公开

发行中

，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认购的

372,340,600

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锁定期为

36

个

月

。

2013-10-10

至

2016-10-09

是 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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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学仲

日期 2015-10-23

股票代码：

600583

股票简称：海油工程 编号：临

2015-026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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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油工程” ）于2015年10月15日以专人送出和传真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2015年10月23日，公司在北京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健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6位，现场实到董事5位，独立董事朱武祥先生委托独立董事郭涛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

权；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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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中国银行等十家银行继续签订授信额度协议，授信额度总额238.20亿元人民币。

（三）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并授

权管理层签订相关购买理财产品协议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管理

层使用不超过12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一年期以内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该等额度

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该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中金公司作为公司保荐机构就上述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海油工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2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已由2015年10月23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且由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

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不存在与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不一致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金公司同意海油工程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使用计划。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详细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海油工程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和《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三、上网公告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583

证券简称：海油工程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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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油工程” )2014年10月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作出了同

意公司在一年期内使用不超过20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董事会决议。 决议有效期

内，公司在董事会授权额度内滚动操作，共使用募集资金购买了7期保本保收益的银行理财产品，产生了投资收益

8,860.11万元。

现由于其一年期有效期已到期，为继续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的情况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

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本次董事会决议作出的一年期内使用不超过12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银行

保本型理财产品，并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项。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180号）文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31,914,8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6.58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349,999.94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850.32万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47,149.62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 并出具

XYZH/2013A7012号《验资报告》。

根据《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珠海深水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基地项目。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已向珠海基地投入使用募集资金19.73亿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如下表：

项目 金额

（

万元

）

募集资金净额

347,149.62

加

：

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等净额

679.74

收回理财产品收益

14,028.00

减

：

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197,311.85

等于

：

募集资金余额

164,545.52

其中

：

理财余额

150,000.00

募集资金余额16.45亿元，其中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15.00亿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珠海深水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地项目正在按照总体计划抓紧建设，在项目实施期间将会出现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

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2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并在额度范

围内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等相关事项。

未来公司理财金额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逐步递减。

1．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公司不会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主要投资标的理财产品。

投资的产品必须符合：（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2．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3．购买额度

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在决议有效期内该等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 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及实际使用情况逐步递减。

4、结算账户的管理

上述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

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四、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

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的具体投资活动由珠海子公司和公

司财务管理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在购买理财产品后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该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品种、额度、期限、预期收益等，并每半

年度在《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已购买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本报告期的收益情

况以及期末的投资份额、签约方、产品名称、期限等信息。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尽管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

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珠海子公司与公司财务管理部已建立台账，对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

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2）公司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

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六、专项意见

1．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的独立意见

（1）在保障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2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2）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2．监事会对《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3．保荐机构审核意见

作为海油工程2013年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的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

公司” ）认为：

海油工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已由2015年10月23日召

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且由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符

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不

存在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不一致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中金公司同意海油工程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使用计划。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

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583

证券简称： 海油工程 公告编号： 临

2015-028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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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5日以书面形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

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2015年10月23日，公司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魏君超先生主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的议案》。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以下简称“三季报” ）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

1．三季报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三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15年前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三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

1．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用于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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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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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瑞 独立董事 公务 魏长进

1.3� 公司负责人王力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闫英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水超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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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5,303,197.28 2,118,719,123.06 2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1,592,446.31 825,947,300.63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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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48,497.97 61,225,060.04 -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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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1,751,282,169.78 1,683,058,171.73 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55,887.69 21,871,250.95 -2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6,941,916.24 18,247,155.32 -7.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0 3.53

减少

1.6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6 -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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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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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2015年09月30日为601,586,954.68元，比年初数增加35.29%，其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司扩大生产经营规

模，为满足需要增加了银行贷款，保证金增加，账面货币资金有所增加。

（2）应收账款2015年09月30日为215,929,854.60元，比年初数增加37.74%，其主要原因是本年外销收入增加，远期信

用证账期较长。

（3）其他应收款2015年09月30日为195,714,845.83元，比年初数增加112.11%，其主要原因是滨州农商行还未得到正

式批复，但根据规定先期投入的部分已支付，暂列其他应收款科目。

（4）其他流动资产2015年09月30日为28,021,271.77元，比年初数增加613.96%，其主要原因是本年增值税留抵增加

导致。

（5）在建工程2015年09月30日为122,681,531.06元，比年初数增加283.13%，其主要原因是本年公司工业园项目建设

继续投入以及公司技术改造项目增加。

（6）其他非流动资产2015年09月30日为83,625,110.40元，比年初数增加172.04%，其主要原因是预付工程款增加。

（7）短期借款2015年09月30日为791,600,342.00元，比年初数增加56.94%，其主要原因是为满足公司扩大生产经营

的需要，银行贷款有所增加。

（8）应付账款2015年09月30日为328,667,649.90元，比年初数增加33.02%，其主要原因是工业园花布车间投产，原材

料采购有所增加。

（9）预收账款2015年09月30日为50,904,767.66元，比年初数增加75.26%，其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的货款有所增加。

（10）应付税费2015年09月30日为1,246,353.74元，比年初数减少77.56%，其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计提的各项税费。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15年09月30日为40,000,000.00元，比年初数增加61.29%，其主要原因是长期借款

转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2）长期借款2015年09月30日为40,000,000.00元，比年初数减少47.64%，其主要原因是长期借款转为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

（13）递延收益2015年09月30日为2,743,645.00元，比年初数增加174.36%，其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有所增加，

还未达到结转条件。

（14）其他综合收益2015年09月30日为-220,729.40元，比年初数减少2110.08%，其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大幅波动，导致

外币核算子公司兑换差异增大。

2、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2015年1-9月发生数为16,127,723.12元，比上年数减少39.61%，其主要原因是人民币大幅波动，客户外

币结算汇兑收益大幅增加。

（2）资产减值损失2015年1-9月发生数为921,959.91元，比上年数增加149.73%，其主要原因是本年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增加。

（3）营业外收入2015年1-9月发生数为192,851.79元，比上年数减少93.37%，其主要原因是本年结转政府补助减少。

（4）营业外支出2015年1-9月发生数为1,278,880.34元，比上年数增加196.04%，其主要原因是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的税费返还2015年1-9月发生数为194,127,548.28元，比上年数增加86.97%，其主要原因是本年纺织品出口

退税率有所提高，同时本年采购的设备、原材料有所增加，进项税额增加，因此本年的出口退税增长所致。

（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2015年1-9月发生数为17,247.60元，比上年数减少

94.52%，其主要原因是本年处置非流动资产较少所致。

（3）投资支付的现金2015年1-9月发生数为0元，比上年数减少100.00%，其主要原因公司上年收购子公司华纺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5%的股份。

（4）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发生数为0元，比上年数减少100.00%，其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非公开发行

募集了资金，而本年没有该项资金流入。

（5）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5年1-9月发生数为407,090,324.55元，比上年数增加73.13%，其主要原因是

公司在银行做的保证金业务到期收回了保证金。

（6）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5年1-9月发生数为373,372,440.28元，比上年数增加114.50%，其主要原因

是本年在银行做的保证金业务较去年有所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在2014年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过程中，公司第三大股东滨州印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5.44%的股份）承

诺：“在本次非公开发行中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登记在本公司名下之日起 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

该承诺尚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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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力民

日期 2015-10-27

证券代码：

600448

证券简称：华纺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8

号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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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独立董事王瑞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15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二）会议由王力民董事长主持。

（三）本次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3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会议8人；独立董事王瑞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独立董事

魏长进代为表决签字。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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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与会董事逐项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有关规定和前提条件、资格、募集资金用途、发行定价等要求，经逐项论证、认真自查，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的各项条件，可以实施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与第一大股东滨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国资公司” ）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关联

董事陈宝军回避表决，由其他8名非关联董事逐项表决以下内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山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并以中国

证监会最后核准的方案为准。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2）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2,162.16万股（含本数）。 其中，滨州国资公司以现金6,000万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

票。

具体发行数量届时将根据申购情况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

行日的期间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上限将作出相应

调整。如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核准文件的要求予以调减的，则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数量

相应调减。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3）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6个月内择机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4）发行的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方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2015年10月27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7.40元/股， 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取

得中国证监会发行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依据股东大会的授权，并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原

则，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滨州国资公司不参与市场竞价过程，但接受市场询价结果，其认购价格与其他发行对象的认购价格相同询价，按照经

上述定价原则确定的最终发行价格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若通过上述定价方式无法产生发行价格，则滨州国资公司按

照本次发行的底价即7.40元/股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的期间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下限将作出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滨州国资公司在内的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 发行对象均为符合中国证监会

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合格的投资者，合计不超过10名。

除滨州国资公司外的其他发行对象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后，按照《实施细则》的规定以及发

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先等原则确定。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多个投资账户申购股份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投资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6）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由滨州国资公司认购的部分，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他发行对象认购

部分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7）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8）本次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发行前的累计滚存未分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9）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90,000万元（含9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使

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

万元

）

拟使用募集资金

（

万元

）

备注

1

纺织产业链智能

化研发中心项目

15,000 15,000

2

越南年产

5000

万

米高档服装面料

（

染整

）

项目

70,000 70,000

华纺股份在香港设立独资公司作为投资越南

子公司的主体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到位后

，

华纺股份向香港子公司增资

7

亿

元

，

通过香港子公司向越南公司投资

7

亿元

，

用于该项目建设

3

补充流动资金

5,000 5,000

合计

90,000 90,000

若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低于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不足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审批、核准、备

案或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或实施进度以及资金轻重缓急等实际

执行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使用的优先次序。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议案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的《华纺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临2015-060号）。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与第一大股东滨州国资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关

联董事陈宝军回避表决，由其他8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滨州市国资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与滨州市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关于华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因本议案涉及公司与第一大股东滨

州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陈宝军回避表决，由其他8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临2015-061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华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七） 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相关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的顺利进行，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在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授权董事会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时间、发行价格、发行对

象的选择及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关的其他一切事项；

（2）授权董事会、董事长及董事长授权的人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一切协议

和申请文件并办理相关的申请、报批、登记、备案等手续，以及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

重大合同；

（3）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4）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在中国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及在越南设立华纺（越南）有限公司（暂定名）的相关事宜；

（5）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并负责办理将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增资至项目实

施主体的全部手续（包括向境外设立的子公司增资验资、工商变更登记等）；

（6）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事宜；

（7）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锁定和上市等相关事宜；

（8）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政策有新的规定或市场条件出现变化时，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相应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

非公开发行事宜；

（9）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

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因本议案涉及公司与第一大股东滨州国资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关联董事陈宝军回避表决，由其他8名

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越南和富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服装面料(染整)建设项目投资及土地租赁意向

书〉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与越南和

富工业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服装面料(染整)建设项目投资及土地租赁意向书〉》。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告的《华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事宜另行公告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448

证券简称：华纺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9

号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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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材料已于2015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二）本次监事会于2015年10月23日在滨州市公司本部召开。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为3人，实际出席3人。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由刘莲菲女士主持。

（五）本次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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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与会监事逐项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1、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2、关于公司与滨州市国资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3、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4、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5、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6、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7、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本次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经

审核后一致认为：

（1）该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该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

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该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未发现其他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发生。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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