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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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益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毕建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苏美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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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6,168,680.74 2,490,347,063.26 1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84,688,330.65 1,730,494,336.4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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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66,805.51 25.69% 687,024,738.51 30.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675,064.26 -17.27% 70,860,710.08 4.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846,970.35 7.14% 65,561,616.48 19.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45,795,050.55 65.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16.67% 0.21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16.67% 0.21 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24% 4.0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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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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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23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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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2,562.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32,784.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74,835.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2,749.92

合计 5,299,093.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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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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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益胜 境内自然人 39.08% 129,348,530 97,011,398

刘建明 境内自然人 5.56% 18,393,303 13,794,976

王斌 境内自然人 2.14% 7,071,624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医药保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53% 5,066,512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 5,000,000

李国君 境内自然人 1.36% 4,495,420 3,371,564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

医疗服务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4% 4,442,254

薛晓民 境内自然人 1.19% 3,945,612 2,959,209

尹笠佥 境内自然人 1.16% 3,846,351 2,884,762

李方荣 境内自然人 1.12% 3,722,274 2,79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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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益胜 32,337,132 人民币普通股 32,337,132

王斌 7,071,624 人民币普通股 7,071,6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医药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66,512 人民币普通股 5,066,512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刘建明 4,598,327 人民币普通股 4,598,32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

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4,442,254 人民币普通股 4,442,254

谢雄友 1,52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2,7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6,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1,00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鑫龙124号

资产管理计划

1,149,939 人民币普通股 1,149,9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上述股东中张益胜、刘建明、王斌、李国君、薛晓民、尹笠佥、李方荣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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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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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39.43%，主要原因系本期采购红参所致；

2、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33.89%，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承兑所致；

3、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66.24%，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化妆品、人参及相关产品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较期初增加224.17%，主要原因系预付采购红参款增加所致；

5、应收利息较期初减少100.00%，主要原因系定期存款减少及利息到期收回所致；

6、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206.13%，主要原因系采购人参备用金增加所致；

7、存货较期初增加10.39%，主要原因系采购红参及人参种植增加所致；

8、无形资产较期初增加276.09%，主要原因系本期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9、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58.35%，主要原因系流动资金需求增大导致期末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10、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43.30%，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部分红参采购款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46.61%，主要原因系本期未支付离职后福利减少所致；

12、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552.07%，主要原因系本期未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13、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31.19%，主要原因系本期往来增加所致；

14、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0.89%，主要原因系本期化妆品、人参及相关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15、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42.78%，主要原因系本期销量增加所致；

16、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4.13%，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增加及公司增加市场开拓投入所致；

17、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94.18%，主要原因系公司短期借款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及定期存

款减少导致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18、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44%，主要原因系本期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1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80.93%，主要原因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20、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50.81%，主要原因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21、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1.55%，主要原因系本期免税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22、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226.83%， 主要原因系集团下属非全资子公司本期亏损增加所

致；

23、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26.83%，主要原因系集团下属非全资子公司

本期亏损增加所致；

24、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29.95%，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增值税退税减少所致；

25、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11.37%，主要原因系本期往来增加所致；

26、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48.79%，主要原因系采购红参及人参种植增加

所致；

27、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3.42%，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增加及公司增

加市场开拓投入支付的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28、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65.49%，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减少所

致；

29、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82.07%，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减

少所致；

30、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93.79%，主要原因系

本期收到的处置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3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5.04%，主要原因系本期

购买土地使用权支付增加所致；

32、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72.75%，主要原因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33、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4.8亿元，主要原因系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3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6亿元，主要原因系本期短期借款到期偿还增加所致；

35、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上年同期增加1,487.18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短期借款

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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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5年7月1日发布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省集安

益盛汉参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与辽宁天士力森涛参茸股份有限公司就人参切片的销售签订了《产品购

销合同》，合同总额为10,580万元。 该合同的签订和执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益胜先生拟

使用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截至2015年9月16日，

张益胜先生已严格按照承诺完成了本次股份增持计划， 合计增持公司股份670,958股， 成交总金额1,

009.35万元，成交均价15.04元/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0%。

3、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1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4、为了满足人参饮片加工项目的建设需求，公司拟使用不超过4,525万元项目资金参与竞买集安市

国土资源局宗地编号为【2015】02号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 2015年8月24日，公司与集安市国土资源局

就太王镇下解放村【2015】02号宗地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交金额4,125万元。

5、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与韩国韩参株式会社就其所持有的吉林省中韩益盛汉参化妆品有限公司

50万股、2.44%股权的转让事宜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万元收购了韩国韩参持

有的汉参化妆全部股权，并月2015年9月29日发布了《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2015年07月01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

份计划的公告

2015年0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2015年07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2015年09月07日 巨潮资讯网

2015年09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2015年08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2015年08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司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进展公

告

2015年09月01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2015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2015年09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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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益胜;刘建

明;王玉胜;尚

书媛;王斌

本人没有经营与

公司相同或同类

的业务。 本人将

不在任何地方以

任何方式自营与

公司相同或相似

的经营业务，不自

营任何对公司经

营及拟经营业务

构成直接竞争的

类同项目或功能

上具有替代作用

的项目，也不会以

任何方式投资与

公司经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从而确

保避免对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任

何直接或间接的

业务竞争。

2011年03月

18日

长期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自公司《关于终止

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事

项的公告》刊登之

日起三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2014年10月

25日

2014年10月

25日至2015

年1月24日

已按照承

诺履行完

毕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

月内未进行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并承诺在使用

超募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

不进行证券投资

等风险投资。 使

用期满后，公司将

上述资金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

2014年08月

04日

2014年8月4

日至2015年8

月3日

已按照承

诺履行完

毕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

月未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并承诺偿还银行

借款及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后十二

个月内不进行证

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2014年12月

23日

2014年12月

23日至2015

年12月22日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公司

1、未来三年，公司

将采取现金、股

票、现金与股票相

结合或者法律、法

规允许的其他方

式分配利润。 2、

未来三年，公司将

积极采取以现金

分红为主的方式

进行利润分配。

在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

和制度的有关规

定和条件下，每年

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原则上不

低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

10%，且最近三年

公司以现金方式

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30%。

3、未来三年，在满

足公司正常经营

和长期发展的情

况下，公司应当每

年度至少进行一

次利润分配，公司

董事会可以根据

公司盈利情况及

资金需求状况提

议公司进行中期

利润分配。

2015年01月

01日

2015年1月1

日至2017年

12月31日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

月内未进行证券

投资等高风险投

资，并承诺在使用

超募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期间

不进行证券投资

等风险投资，不对

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对象提供财务

资助。 使用期满

后，公司将上述资

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2015年08月

11日

2015年8月11

日至2016年8

月10日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张益

胜

根据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有关规定，择

机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

增持公司股份，增

持公司股份金额

不低于人民币1,

000万元，并承诺

在增持期间、增持

完毕六个月内及

法定期限内不主

动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严格遵

守有关规定，不进

行内幕交易、敏感

期买卖股份、短线

交易等行为。

2015年07月

10日

2015年7月10

日至2016年3

月16日

严格按照

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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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至 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6,748.62 至 9,640.88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640.8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市场竞争和宏观经济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要产品清开灵注射液销售

收入同比下降；2、因公司短期借款增加，导致财务费用也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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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张益胜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566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49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凡谷电子技 术 股 份有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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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中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卢玉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诸黎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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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432,181.97 1,568,372,663.06 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09,903,170.33 1,172,344,855.6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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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187,304.90 41.04% 549,137,391.43 9.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6,321,433.42 30.75% 49,722,448.59 18.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962,656.38 42.07% 41,165,446.66 15.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543,079.22 95.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57 1.81% 0.1758 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57 1.81% 0.1758 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0.40% 4.18%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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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59,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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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3,0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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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7,410.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9,723.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03,629.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9,302.60

合计 8,557,00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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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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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7,0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80,000

杨世宁 6,207,085 人民币普通股 6,207,085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恒泰华盛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5,144,200 人民币普通股 5,144,200

杨新子 4,633,664 人民币普通股 4,633,664

王中胜 4,301,334 人民币普通股 4,301,33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昀沣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300,1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100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631,270 人民币普通股 3,631,270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平安信

托－平安财富＊创赢一期126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513,308 人民币普通股 3,513,308

北京千石创富－光大银行－千石

资本－千纸鹤1号资产管理计划

2,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0,000

中铁宝盈资产－招商银行－外贸

信托－昀沣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6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4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王中胜、杨世宁、杨新子为一致行动

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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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期应收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收到银行承兑票据所致；

2、本期预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预付项目成本款增多所致；

3、 本期存货期末数较期初数大幅增加， 主要系公司本期开工建设项目增多且未到工程结算时间所

致；

4、本期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支付项目履约保证金增多所致；

5、本期开发支出期末数较初期数大幅增加，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6、本期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大幅下降，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7、本期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主要系公司本期缴纳所得税等税款所致；

8、本期财务费用发生数较上年同期数下降，主要系公司本期获得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回上年度工程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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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承诺在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暨股票复牌之日（2015年3月25

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2015

年03

月25

日

6个月

严

格

履

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

世宁、杨新子；2、除上述股东外

的其他股东；3、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0

年01

月06

日

1、36

个月；

2、12

个月；

3、12

个月。

严

格

履

行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

宁、杨新子

王中胜、杨世宁和杨新子三人承诺：就

皖通科技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等重要会

议的投票权和相关事宜等，按照一致行

动人协议书约定保持行动一致。

2010

年01

月06

日

截至到

9999-

12-31

严

格

履

行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王中胜、杨世

宁、杨新子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公司和/或其他经济

组织目前未从事与皖通科技及其下属

子公司已生产经营或将生产经营的产

品具有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产

品的生产经营。

2010

年01

月06

日

截至到

9999-

12-31

严

格

履

行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财富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和常州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12个月内不转

让。

2014

年09

月29

日

12个月

严

格

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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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至 3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4,570.60 至 7,427.2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713.2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保持稳步发展势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主要是由于工程项目施工周期长，结算存在不确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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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81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5年10月15日以纸质文件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中胜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刊登于2015年10月28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15年10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82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15年10月15日以纸质文件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

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天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刊登于2015年10月28日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2015年10月28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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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孟凡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志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范志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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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6,188,454.15 2,551,534,021.17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29,052,559.65 2,023,040,239.02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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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016,456.22 1.17% 1,298,588,267.71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911,499.64 -46.96% 61,600,320.63 -35.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165,411.81 -50.06% 58,253,369.02 -36.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36,435,898.20 43.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50.00% 0.11 -35.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50.00% 0.11 -35.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1.06% 3.0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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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2,35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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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300.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2,152.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5,550.99

合计 3,346,95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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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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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丽丽 160,6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672,000

孟庆南 82,8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836,000

王凯 12,431,801 人民币普通股 12,431,801

孟凡博 8,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5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7,259,933 人民币普通股 7,259,93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新经

济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5,617,013 人民币普通股 5,617,01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99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96,400

太平洋证券－工商银行－太平洋证

券共赢1号分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0,000

黄勇 3,40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1,5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宏观

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996,456 人民币普通股 1,996,45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为夫妻关系。 孟凡博先生系孟庆南先生

与王丽丽女士之子；王凯先生系王丽丽女士之弟。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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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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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元）

上年度期末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354,422,770.26 721,901,213.00 -50.90%

主要是公司本期在购买原材料、支付职工薪酬、现金分红以及

购建固定资产等方面的现金支出金额较大所致。

预付款项 72,157,942.85 46,349,975.89 55.68% 主要是子公司富晶电子本期预付设备购置款增加。

应收利息 0.00 1,257,957.17 -100.00% 上年末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计提的定期存款利息在本期收回。

在建工程 41,311,943.78 26,479,493.91 56.01%

本期藏龙岛厂区新增厂房、电梯及配电房等工程，鄂州厂区新

增电镀厂房及仓库，东一路产业园新增厂房等工程项目。

长期待摊费用 11,259,001.09 7,776,546.34 44.78%

主要是本期新增了电力增容费用以及公司本期投入使用的简

易周转仓库转入长期待摊费用核算。

应付票据 77,193,852.71 143,151,423.59 -46.08%

一是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付款的金额较大；二是本期使用票

据付款的金额减少。

预收款项 3,060,750.18 870,735.76 251.51% 子公司德威斯电子及凡谷自动化公司预收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8,919,997.34 66,105,016.98 -26.00% 主要是本期发放了2014年度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9,713,486.86 4,679,956.39 107.56% 主要是本期末子公司富晶电子应交增值税金额较大。

其他应付款 20,399,259.23 12,181,122.51 67.47%

增加部分主要是尚未支付的机器设备尾款以及收取的基建工

程招投标保证金。

项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

加

7,199,071.84 10,851,703.41 -33.66%

由于本期应交增值税减少， 导致城建税及各项附加税减少所

致。

管理费用 114,385,435.67 94,179,816.13 21.45%

主要是本期研发投入、管理人员薪酬、办公费及咨询费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13,423,619.53 23,381,947.87 -42.59% 主要是本期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同比大幅下降。

营业外收入 6,191,327.31 4,089,874.60 51.38% 主要是公司本期确认了北京办事处房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支出 2,238,824.71 61,907.47 3516.40% 主要是公司本期列支公益性捐赠支出212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1,600,320.63 95,339,340.14 -35.39%

主要是由于产品价格下降、人工成本及设备折旧费增加等因素

影响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

还

9,391,346.90 1,504,013.35 524.42%

主要是母公司本期因增值税进项税额留抵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因而收到的增值税出口退税款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485,141,672.52 338,192,107.76 43.45%

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公司生产规模扩大，生产部门在职员工以

及劳务派遣工人数大幅增加，公司支付给职工的工资、福利及

社保款相应增加；二是公司本期支付的绩效奖金与上年同期相

比增加；三是员工加薪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7,031,539.00 547,470.00 1184.37% 本期收到处置北京办事处房产款项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186,754,024.79 123,915,289.45 50.71% 本期支付的设备购置款及基建工程款大幅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2,655,428.49 -593,968.65 -547.07% 公司本期因美元升值导致产生的汇兑收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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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

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

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1）公司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

术人员；

（2）公司持

股5%以上

股东。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

术人员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

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50%。（2）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孟庆

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分别向本公

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书》，均承诺：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本人及本人控制

的公司将不生产、 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

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产品， 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

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任何

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

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

他企业。 ”

2007年12月7日 长期有效

截至本报告

期末， 承诺

事项均得到

了 严 格 履

行。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公司

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2015年4月10日 12个月

截至本报告

期末， 该承

诺事项得到

了 严 格 履

行。

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

制人孟庆南

先生、王丽

丽女士。

自王丽丽女士本次减持公司股票之日 （即

2015年5月26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 （含本次减持数量500

万股）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

2015年5月26日 6个月

截至本报告

期末， 该承

诺事项得到

了 严 格 履

行。

承诺是否及

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不适用

注：1、2015年7月9日，公司披露《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做出提振市场信心承诺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8）。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公司董事钟伟刚先生、监

事会主席李艳华女士承诺： 未来择机通过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购买本公司股

票。 详细情况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本报告期末，该承诺事项尚未履行完

毕。

2、2015年7月10日，公司披露《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做出提振市场信心承诺的补

充公告》（公告编号：2015-040）。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孟庆南先生、王丽丽女士、孟凡博先生、公司董

事兼副总裁朱晖先生、董事钟伟刚先生、监事会主席李艳华女士、监事李明先生承诺：从2015年7月10日

起6个月内，本人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详细情况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

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末，该承诺事项得到了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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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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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1.74 至 10,930.78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663.4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本年度受产品降价及人工成本和新增设备折旧费增加等因素影响，

公司业绩同比出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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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武汉凡谷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孟凡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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