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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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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敬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瑶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素燕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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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7,658,519.53 2,802,557,106.99 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34,913,555.90 1,213,676,115.11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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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242,870.04 0.70% 1,845,544,015.91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0,032,506.95 135.15% 72,426,281.77 75.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219,773.82 324.19% 69,959,422.88 99.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8,154,921.30 149.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0% 0.14 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0% 0.14 7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1.38% 5.93%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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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48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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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9,875.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87,080.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504,087.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365.31

合计 2,466,85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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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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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居县国有资产

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1.55% 110,382,450

金敬德 境内自然人 8.65% 44,289,984 33,217,488 质押 15,480,000

浙江医药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2% 21,59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深

其他 2.47% 12,628,250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其他 2.41% 12,32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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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44% 7,354,760

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传统－普通

保险产品

其他 1.33% 6,815,776

张南 境内自然人 1.21% 6,190,080 4,642,560

卢焕形 境内自然人 1.12% 5,744,640 4,308,480

中国人民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

分红

其他 1.09% 5,604,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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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居县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10,382,450 人民币普通股 110,382,450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1,5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9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18L-FH002深

12,628,250 人民币普通股 12,628,25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32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26,600

金敬德 11,072,496 人民币普通股 11,07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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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4,760 人民币普通股 7,354,76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6,815,776 人民币普通股 6,815,776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5,604,797 人民币普通股 5,604,79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医

疗保健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中国银行－易方达策略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4,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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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本期末比年初减少35.4%，减少10797.14万元，主要系本期预付款和应收款增加所

致；

2、应收票据本期末比年初减少44.87%，减少15014.53万元，主要系本期票据到期及背书转让支

付了购货款所致；

3、应收账款本期末比年初增加81.55%，增加29249.39万元，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稳定及结构等

原因所致；

4、预付款项本期末比年初增加70.47%，增加2198.41万元，主要系本期按合同预付款项增多所

致；

5、应收股利本期末比年初减少49.41%，减少536.16万元，主要系本期收到股利所致；

6、其他应收款本期末比年初增加75.34%，增加2461.6万元，主要系本期其他暂付款增加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末比年初减少91.55%，减少162.24万元，主要系本期待抵扣进项税减少所

致；

8、长期股权投资本期末比年初增加33.15%，增加3889.81万元，主要系本期增加权益投资所致；

9、在建工程本期末比年初增加91.54%，增加5550.94万元，主要系本期投资额增加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期末比年初增加61.86%，增加605.18万元，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

增加所致；

11、应付票据本期末比年初增加207.06%，增加2070.62万元，主要系本期采用应付票据支付货

款增加所致；

12、应交税费本期末比年初减少36.28%，减少2145.4万元，主要系本期缴纳计提的税收所致；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期末比年初增加122.16%，增加2260万元，主要系一年内到期

的长期借款转列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42.4%，增加653.65万元，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2、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减少47.37%，减少549.27万元，主要系本期补贴收入同比减少所

致；

3、利润总额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78.02%，增加3437.98万元，主要系本期营业成本降低所致；

4、所得税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51.07%，增加308.37万元，主要系当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66.48%，增加155.34万元，主要系本期海盛制药的出口

退税增加所致；

2、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31.66%，增加3822.29万元，主要系本期缴纳的上期税

款增加所致；

3、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3705.78%，增加741.16万元，主要系本期收到

君康工贸和弘琚小额贷款公司红利增加所致；

4、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100%，增加500万元，主要系本期收到

的专项资金增加所致；

5、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1086.67%，增加3163万元，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增加

所致；

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73.24%，增加4411.68万元，主要

系本期分配现金股利所致；

7、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557.17%，增加861.83万元，主要

系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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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证监会发审会

审核通过

2015年08月08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

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5-035）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完成事项

2015年08月27日

《公司关于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发行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6）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证监会核准批

复

2015年09月16日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1）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事项 2015年09月16日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解除质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42）详见巨潮

资讯网。

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

事项

2015年09月19日

《关于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兑付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3）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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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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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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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敬德、张宇松等持

有公司股份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其所持公司股份在

其任职期间内每年

转让的比例不超过

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25%。 在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所

持股份公司股份。

2008年02

月27日

任职期间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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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至 10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9,638.27 至 11,339.14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669.5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为公司营业成本趋于下降，产品毛利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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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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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利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冷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建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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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55,921,097 8,912,232,640 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19,322,809 6,840,452,145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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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434,812 -3.38% 3,686,228,062 1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6,798,209 -15.02% 882,858,457 1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3,641,945 -16.19% 873,073,948 10.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219,234,324 1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13.04% 1.29 11.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13.04% 1.29 11.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9% -0.61% 12.49%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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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 9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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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18,301 13,451,9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15,919 -936,6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51,132 2,959,916

合计 9,784,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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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68户，其中之A股股东19,937户，B股股东15,431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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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40

%

345,473,

856

0 - 0

GAOLING�FUND,L.P. 境外法人 3.11%

21,300,

919

0 -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2.33%

15,997,

455

0 - 0

BBH�BOS�S/A�FIDELITY�FD�-�CHINA�

FOCUS�FD

境外法人 2.27%

15,576,

126

0 - 0

GREENWOODS�CHINA�ALPHA�

MASTER�FUND

境外法人 1.26% 8,617,471 0 - 0

GOLDEN�CHINA�MASTER�FUND 境外法人 1.08% 7,389,916 0 - 0

NORGES�BANK 境外法人 0.83% 5,698,452 0 - 0

VALUE�PARTNERS�CHINA�GREENCHIP�

FUND�LTD

境外法人 0.74% 5,063,024 0 -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一般法

人

0.69% 4,761,200 0 - 0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境外法人 0.68% 4,669,146 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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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345,473,856 人民币普通股 345,473,856

GAOLING�FUND,L.P. 21,300,919

境内上市外资

股

21,300,91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997,455 人民币普通股 15,997,455

BBH�BOS�S/A�FIDELITY�FD�-�CHINA�FOCUS�FD 15,576,126

境内上市外资

股

15,576,126

GREENWOODS�CHINA�ALPHA�MASTER�FUND 8,617,471

境内上市外资

股

8,617,471

GOLDEN�CHINA�MASTER�FUND 7,389,916

境内上市外资

股

7,389,916

NORGES�BANK 5,698,452

境内上市外资

股

5,698,452

VALUE�PARTNERS�CHINA�GREENCHIP�FUND�LTD 5,063,024

境内上市外资

股

5,063,02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6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761,200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LIMITED 4,669,146

境内上市外资

股

4,669,1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与9位流通股东之

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其他股东之间关系不详。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前十大股东没有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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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并会计报表中，部分会计报表项目发生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如下：

报告期末较年初，货币资金增长53.50%，主要是经营活动盈利和银行借款取得货币资金所致；预付

款项下降68.87%，主要是预付原料采购款下降所致；应收利息增长89.17%，主要是应收银行存款利息上

升所致；存货下降22.83%，主要是销售产品使库存商品及原材料下降所致；在建工程增长33%，主要是在

建投资项目累计投入增加所致；短期借款增长99.73%，主要是从银行借入短期借款增加所致；应付票据

增长40%，主要是应付银行承兑票据增加所致；应付账款下降34.99%，主要应付供应商货款下降所致；应

付利息增长37.54%，主要是应付银行借款利息增长所致；其他应付款增长25.51%，主要是应付在建投资

项目工程承包方款项和广告费增长所致。

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财务费用增长164.37%，主要是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银行借款利息支

出增加所致；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长24.38%，主要是营销活动支付的现金增长所致；取

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长54.97%，主要是从银行借入短期借款所收到现金增加所致；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增长75.66%，主要是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长所致。

2015年7-9月较上年同期，管理费用增长28.87%，主要是折旧费和绿化费增加所致；财务费用上升

3065.53%，主要是外币借款利率变动预计损失和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增加，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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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购西班牙爱欧集团75%股权事宜，在报告期内已支付收购价款，完成资产交割。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购西班牙爱欧集团75%股权 2015年08月28日

http://www.cninfo.com.

cn/finalpage/2015-08-28/12015091

8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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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张裕

集团有限

公司

非同业竞争

1997年5

月18日

无限期

一直在履

行。

烟台张裕

集团有限

公司

根据《商标许可使用合同》，

每年由本公司支付给烟台张

裕集团有限公司的张裕等商

标使用费由烟台张裕集团有

限公司主要用于宣传张裕等

商标和本合同产品。

1997年5

月18日

无限期

一直在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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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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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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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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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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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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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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苏中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向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梁渝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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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785,095.90 953,221,762.30 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75,058,279.33 635,595,214.87 2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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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72,961.33 2.33% 369,221,802.95 -3.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536,770.13 7.84% 164,111,638.97 29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35,230.13 7.34% 41,242,615.26 26.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4,622,957.9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 -61.19% 0.378 5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 -61.19% 0.378 57.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0.27% 23.07% 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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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87,486.25

2015年5月22日，公司通过深

交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

了所持有的北陆药业2,370,

000股股票，取得投资收益

124,313,338.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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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664.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11,126.89

合计 122,869,02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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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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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40.55% 175,808,982

西南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4% 2,340,800

邹森鹏 境内自然人 0.51% 2,227,380

王敏 境内自然人 0.36% 1,550,015

郭小春 境内自然人 0.34% 1,486,500

浙江晟邦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0% 1,320,028

邵雄 境内自然人 0.26% 1,148,503

叶书平 境内自然人 0.25% 1,090,000

昌孝润 境内自然人 0.19% 825,667

张原 境内自然人 0.18% 77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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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175,808,982 人民币普通股 175,808,982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4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0,800

邹森鹏 2,227,380 人民币普通股 2,227,380

王敏 1,550,015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15

郭小春 1,48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6,500

浙江晟邦控股有限公司 1,320,028 人民币普通股 1,320,028

邵雄 1,148,503 人民币普通股 1,148,503

叶书平 1,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0,000

昌孝润 825,667 人民币普通股 825,667

张原 7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77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其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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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邹森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227,380股，合计持有2,227,380股；公司股东浙江晟

邦控股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20,028股，合计持有1,320,028股；公司股东叶

书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1,090,000股，合计持有1,09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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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4.90%，主要系市场低迷，收款困难，大量货款集中在

年底回款，期末收到的票据减少所致。

（2）应收账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01.85%，主要系市场低迷，收款困难，大量货款集中在

年底回款所致。

（3）预付账款项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84.88%，主要系公司根据原材料市场价格持续下降的

情况，加大材料采购而导致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4.21%，主要系公司支付工程投标保证金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3.57%，主要系公司本期认购嘉润三板定增1号基

金产品2,000万元所致。

（6）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52.60%，主要系公司零星工程项目影响所致。

（7）预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80.67%，主要系公司前期预收账款报告期已结算。

（8）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5.87%，主要系公司年初计提的职工薪酬已发放所致。

（9）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42.05%，主要系公司应缴增值税增加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00%，主要系公司本期归还到期银行借

款所致。

（11）长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00%，主要系公司本期归还到期银行借款所致。

（12）实收资本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50%，主要系公司实施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所致。

（13）资本公积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4.97%，主要系公司实施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所致。

（14）少数股东权益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100%，主要系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重庆龙之泉涂装防

腐工程有限公司由于持股比例发生变化，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导致少数股东权益减少200万元。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64.86%，主要系2015年2月开始征收涂料产品

消费税所致。

（2）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501.79%，主要系公司出售北陆药业股票取得投资收益

1.24亿元所致。

（3）营业外收入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9.25%，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收到财政技术开发拨款50

万元所致。

（4）营业外支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62.71%，主要系公司处置非流动资产所致。

（5）所得税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954.14%，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费用的影响。

（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293.66%，主要系公司出售北陆药

业股票取得投资收益1.24亿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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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房屋租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公告的2015年半年度报告。

2、报告期公司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称号，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2月5日发布的《关于获得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1。

3、根据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016）于2015年5月16日发布的《关于部分

已授权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北陆药业的总股本由311,273,808股变更为311,129,

808股，我公司持有42,370,000股，持股数不变，持股比例由13.61%变更为13.62%。

4、报告期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出售了所持有的北陆药业部分股票，本次出

售后，公司尚持有北陆药业40,000,000股股票,� 占该公司总股本的12.86%，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

年5月26日发布的《关于出售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7� 。

5、2015年7月9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通知，化医集团拟于未来六个

月内（自2015年7月10日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

行总股份的2%。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31。 化医集团于2015年8月25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A股股

份共计1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0086%，本次增持前，化医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70,308,

59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0.54%，本次增持完成后，化医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70,323,593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0.55%。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

计划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43。

6、2015年8月31日， 公司实施了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权益分派实施前公司总股本为

173,436,888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433,592,220股。 根据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办理了变更注册资本和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工商变更登

记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433,592,220元，其余登记事项不变。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9

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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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

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

对本公司未来

持续稳定发

展、实现既定

战略具有坚定

信心，为稳定

上市公司股

价，维护全体

股东利益，化

医集团拟于未

来六个月内

（自2015年7

月10日起）通

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

增持公司股

份，累计增持

比例不超过公

司已发行总股

份的2%。 化

医集团承诺，

在增持实施期

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所持

有的本公司股

份。

2015年07月

10日

6个月

重庆化医控股

（集团）公司

于2015年8月

25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

司股份15,

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为

0.0086%。 本

次增持前，化

医集团持有公

司股份数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为40.54%，本

次增持完成

后，化医集团

持有公司股份

数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4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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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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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上升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元）

16,500

-

-

17,500 4,459 增长 270.04%

-

-

292.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

-

-

0.40 0.26 增长 46.15%

-

-

53.85%

业绩预告的说明

1、公司主营油漆业务经营正常，利润同比预计稳定增长；

2、公司业绩增长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出售所持有的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37万股

股票取得投资收益12,431万元影响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基金 S63331

嘉润三

板定增1

号基金

20,

000,

000.00

20,

000,

000

20,

000,

000

20,

000,

000.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购买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0.00 0 -- 0 -- 0.00 0.00 -- --

合计

20,

000,

000.00

20,

000,

000

--

20,

000,

000

--

20,

000,

00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15年06月24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对北陆药业的年初持股比例为13.61%（持有股数为4,237万股），为其第二大股东；2015

年5月由于北陆药业实施部分已授权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公司持有北陆药业股数不变，持股比例

变更为13.62%；2015年5月22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出售了所持有的北陆

药业2,370,000股股票，占该公司总股本的0.76%，成交金额127,411,200元， 扣除成本和相关交易

税费后取得投资收益124,313,338.35元；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尚持有北陆药业40,000,000股

股票，持股比例为12.86%。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5年03月27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国民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黄

景文，国都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尹德才

公司产品的销售模式、与

其他油漆涂料公司在营

销方面的区别、公司对国

企改革的看法、公司产品

主要用于哪些行业、公司

产品未来发展方向等，未

提供资料。（具体内容

详见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台）

2015年01月-09

月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提

供资料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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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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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苏中俊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

2015-048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上年同期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270.04%-292.46%

盈利：4,45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注）

盈利：0.38元-0.40元 盈利：0.26元

注：2015年报告期以公司截止目前总股本433,592,220股计算每股收益，上年同期以2014年12

月31日总股本173,436,888股计算每股收益。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公司主营油漆业务经营正常，利润同比预计稳定增长；

2、 公司业绩增长变动主要系报告期出售所持有的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37万股股票取

得投资收益12,431万元影响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后进行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15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65

证券简称：渝三峡

A

公告编号：

2015-049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委托理财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委托理财投资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委托理财期限：35天

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管

理层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亿元自有资金适时通过金融机构购买短期（不超过一年）低风险理财产

品和委托贷款，不直接或间接用于其他证券投资，在2亿元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使用。 根据上述董

事会决议，公司与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南粤银行” ）重庆分行签订了购买

银行理财产品协议，使用自有闲置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委托理财概述

（一）为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公司于2015年10月26日与广东南

粤银行重庆分行签署了 《广东南粤银行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及 《广东南粤银行理财产品说明

书》，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购买广东南粤银行“宝盈理财” 安享062号人民币理财产品（产品代码：

GDNY_AX_062），期限35天。该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收益起始日为2015年10月27日，到期日为

2015年12月1日，预期年化收益率为3.70%。

（二）公司内部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公告的《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七届第六次）董事会

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5-002；《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06。

公司本次出资2,0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7%。截至

目前，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购买的理财产品总金额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86%。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事项已取得公司第七届第六次董事会授权， 未达到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委托理财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交易对方为公司开户银行，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资产、人员等方面的其

它关系。 本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委托理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产品说明

1、 产品名称： 广东南粤银行 “宝盈理财” 安享062号人民币理财产品 （产品代码：

GDNY_AX_062）。

2、认购理财产品资金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3、理财产品期限：收益起始日为2015年10月27日，到期日为2015年12月1日，共35天。

4、理财产品利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3.70%。

5、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6、理财产品资金投向：本期产品募集的资金全额投资但不限于银行间市场债券、同业存款、融

资租赁资产、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信托计划以及固定收益类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等金融产品（具体以每期产品的实际投向为准），其中现金比例不高于净资产的10%，银行间

市场债券、同业存款、融资租赁资产、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信托计划以及固定收益类券商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金融产品合计占净资产比例为90%-100%（理财产品存续期内可能

因市场的重大变化导致投资比例暂时超出上述区间，银行将尽合理努力，以客户利益最大化为原则

尽快使投资比例恢复至上述规定区间）。

7、本金及投资收益支付：本产品为低风险保本浮动收益型，到期后银行一次性返还本金及利

息。

8、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二）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为广东南粤银行发售的低风险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用

于投资银行间市场债券、同业存款、融资租赁资产、货币基金、债券基金、信托计划以及固定收益类

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金融产品，风险程度低。

四、风险应对措施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委托理财管

理制度》的要求，开展相关委托理财业务，并将加强对相关理财产品的分析和研究，认真执行公司各

项内部控制制度，严控投资风险。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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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法规审计部负责委托理财业务的风险评估和监控，对委托理财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

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3、公司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委托理财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如发现违规操作情况可提

议召开董事会审议停止公司的相关投资活动。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关，谨

慎决策，并将与相关业务银行保持紧密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

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五、对公司日常经营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日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流动性

较高的短期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与项目建设，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

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

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公告日前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银行

委托理财

金额

投资期限

理财产品类型

到期总投资收

益

到期是否收回

起始日 到期日

重庆银行九龙

广场支行

1,000 2015-5-4 2015-6-24 非保本浮动收益型 7.13 是

合计 1,000 7.13

上述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5月6日刊登的《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4）。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包含本次）总金额为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累计委托

理财余额为2,000万元人民币（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

七、备查文件

(一)《广东南粤银行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二)《广东南粤银行理财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