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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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沛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林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曲庶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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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6,520,062,372.98 5,891,428,621.35 6,408,003,407.73 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357,996,606.48 4,218,796,931.00 4,550,612,687.67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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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0,779,623.74 -33.81% 3,045,329,482.27 -1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6,642,596.13 -33.83% 245,839,618.81 19.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5,157,703.42 13.82% 279,873,092.35 40.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0,508,786.28 -17.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33.33% 0.23 2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33.33% 0.23 2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0.83%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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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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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0,35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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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51,4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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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13,02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345.39

减：所得税影响额 -9,308,991.43

合计 -34,033,473.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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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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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汉河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9.70% 747,954,360 0

质押 143,000,000

冻结 23,060,000

董其英 境内自然人 0.61% 6,581,088 0

张爱竹 境内自然人 0.56% 5,978,200 0

曲文华 境内自然人 0.53% 5,693,100 0

刘学平 境内自然人 0.47% 5,043,000 0

王春燕 境内自然人 0.38% 4,053,420 0

张照辉 境内自然人 0.35% 3,758,888 0

武文忠 境内自然人 0.33% 3,499,800 0

李萍 境内自然人 0.25% 2,671,200 0

周春芳 境内自然人 0.18% 1,91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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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7,954,360 人民币普通股 747,954,360

董其英 6,581,088 人民币普通股 6,581,088

张爱竹 5,978,200 人民币普通股 5,978,200

曲文华 5,693,100 人民币普通股 5,693,100

刘学平 5,04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43,000

王春燕 4,053,420 人民币普通股 4,053,420

张照辉 3,758,888 人民币普通股 3,758,888

武文忠 3,49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99,800

李萍 2,67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1,200

周春芳 1,912,950 人民币普通股 1,912,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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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付账款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增加75.14%，主要原因是公司预付电解铜、铝等

原材料货款增加所致。

2、 应收利息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增加328.39%，主要是由于青岛中泰信委托贷款

项目的结息方式是半年一结，本报告期末没到结息日所导致。

3�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增加80.0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青岛汉缆民间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增加对青岛拥湾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投资2400万元所致。

4、 在建工程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增加534.5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青岛同和汉

缆有限公司新增厂区建设项目62,454,410.24万元所致。

5、短期借款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减少93.1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偿还银行借款

所致。

6、应付票据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减少100.00%，原因是公司上年度办理的银行承

兑汇票本期到期解付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减少65.63%， 主要原因是2014年期末焦作汉河

和常州八益计提未发放的年终奖金较多，且在本期已经发放所致。

8、应付利息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减少100.00%，原因是报告期利息已付清所致。

9、 其他应付款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增加348.3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收到控

股股东—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拨付的无偿使用资金780,000,000.00元，同时支付

公司从青岛汉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青岛汉缆民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价

款321,139,700.00元所致。

10、其他非流动负债

2015年9月30日比2014年12月31日减少60.61%，主要原因是本期递延收益摊销转营

业外收入5,595,640.86元所致。

11、营业税金及附加

2015年1-9月比2014年1-9月增加171.14%，主要原因是公司委托贷款、民间资本公

司短期财务性投资等营业税应税收入的增加，以及本期应交增值税、应交营业税的增加

导致本期城建税等附加税项增加所致。

12、财务费用

2015年1-9月比2014年1-9月减少34.63%，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短期借款较上年同

期减少所致。

13、 资产减值损失

2015年1-9月比2014年1-9月增加42.09%，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增大相

应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加大所致。

14、 投资收益

2015年1-9月比2014年1-9月增加16318.48%, 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委托贷款利息

收益和新增短期财务性投资利息收益所致。

15、 营业外收入

2015年1-9月比2014年1-9月减少59.05%,主要原因是本期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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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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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能电器、泓

丰投资、朱弘、

朱明、朱峰、金

源苏、周叙元、

胡金花、周康

直和范沛菁、

汉缆股份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

方

避免同业竞争

与规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2011年11月

22日

持续履行 严格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青岛汉河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汉河

投资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性

的承诺函》，

承诺："本公司

及控制的其他

企业在实际经

营运作过程

中，将保持规

范运作，确保

与汉缆股份在

人员、资产、财

务、机构和业

务等方面完全

分开；本公司

及控制的其他

企业与汉缆股

份在经营业

务、机构运作、

财务核算等方

面独立并各自

承担经营责任

和风险。 "

2009年11月

30日

持续履行 严格履行

张思夏

《关于独立性

的承诺函》，

承诺："本人控

制的其它企业

在实际经营运

作过程中，将

保持规范运

作，确保与汉

缆股份在人

员、资产、财

务、机构和业

务等方面完全

分开；本人控

制的其它企业

与汉缆股份在

经营业务、机

构运作、财务

核算等方面独

立并各自承担

经营责任和风

险。 "

2009年11月

30日

持续履行 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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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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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1% 至 53.43%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31,500 至 36,5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3,78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通过采取各种措施，加大技术开发力度，巩固发展了客户市场，进一

步完善了订单生产计划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等内部控制，公司控股

股东提供无偿的财务资助降低了公司的财务成本以及公司收购的青岛

汉缆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对公司的业绩也有一定的影响，使公司效益平稳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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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陈沛云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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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签署合作框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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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青岛汉河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河集团” )关于对外签署合作协议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

如下:

汉河集团为培育公司新增长点，2015年10月26日， 汉河集团与上海恒劲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股东等签署合作文件，各方就氢能电源开发展开合作，上海恒劲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拥有氢能电源技术的多项发明专利及国内先进水平的氢能研发能力，生产的产品

已被通讯行业采用。 鉴于氢能项目属于公司未涉及的新领域，先由汉河集团进行投资承

担初期风险， 择机转由本公司进行合作及在青岛设立由本公司控股的氢能电源公司，发

展氢能产业。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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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权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育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覃智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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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7,678,115.92 2,832,369,349.58 1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97,802,296.12 1,784,135,945.08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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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226,508.73 16.02% 1,370,903,591.68 12.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0,249,186.20 23.03% 172,675,691.09 1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8,812,342.48 20.50% 167,001,400.98 16.4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40,414,116.25 592.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27.27% 0.40 17.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27.27% 0.40 1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6% 0.36% 9.34%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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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09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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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2,478.75

子公司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

公司、泰州市航宇电器有限公司

分别收到税收返还及项目补助

资金 4,942,878.75�元、 855,

800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99,796.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07,850.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29,039.89

合计 5,674,29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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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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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航天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1.65% 178,666,306

贵州梅岭电源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5% 16,504,995

金世旗国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7% 10,154,348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9% 8,951,122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87% 8,004,2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鹏

华中证国防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6,766,094

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前海开

源中航军工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3% 3,152,800

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0.49% 2,105,893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国防军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7% 2,033,955

南方基金－农业

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2% 1,78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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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178,666,306 人民币普通股 178,666,306

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 16,504,995 人民币普通股 16,504,995

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154,348 人民币普通股 10,154,3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8,951,122 人民币普通股 8,951,12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004,2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4,2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

中证国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6,766,094 人民币普通股 6,766,09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

中航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15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2,800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2,105,893 人民币普通股 2,105,89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国防军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33,955 人民币普通股 2,033,955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784,999 人民币普通股 1,784,9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股东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是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公司的下属全资企业，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合并持有本公司46.03%的股份，中国航

天科工集团公司可能会与上述全资企业共同行使表决权，从而达到控制本公司的

目的，即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0,154,3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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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 余额为336,599,200.15元，较年初下降33.83%的主要原

因：一是公司部分商业票据到期承兑；二是公司与供应商货款结算较多采用商业票据背

书转让方式。

2、应收账款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净额为1,129,845,875.95元，较年初增长75.32%的主要

原因：一是2015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70,903,591.68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6,

502,506.43元，带动应收账款相应增加；二是公司货款回笼主要集中于第4季度，报告期

内公司货款回收情况正常，符合公司历年货款回收规律。

3、长期股权投资

报告期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科目余额为零，较年初减少8,385,350.53元的主要

原因是：参股公司“北京航天林泉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持续亏损，北京航天林泉石油装备

有限公司股东各方拟对该公司实施清理退出，公司对该项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8,385,

350.53元。

4、在建工程

报告期末公司“在建工程”余额为56,333,075.90元，较年初增长108.30%，主要系子

公司基建工程项目尚未结算转固定资产所致。

5、长期待摊费用

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余额为49,433,758.31元，较年初增加14,392,

387.74元，增长41.07%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与控股股东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合作

建设的贵阳机加工厂房及配套设施结算，投资成本16,861,563.60元转入“长期待摊费

用” 核算，其中：厂房成本8,904,488.31元产权属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配电辅助

设施成本7,957,075.29元产权属公司所有。

6、应付账款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账款”余额为511,243,829.08元，较年初增长59.16%，主要原因

是公司本部及子公司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公司、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材料采购

形成的商业信用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

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56,173,611.68元，较年初增长75.58%，主

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2.89%，变动人工费用相应增加。

8、股本

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429,000,000元，较年初增加99,000,000元的主要原因是

2015年6月25日，公司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3股红股，共计

9,900万股。 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330,000,000元增至429,000,000元。

9、专项储备

报告期末公司“专项储备” 余额为20,965,926.12元，较年初增长50.02%，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公司按照国家财政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

办法》（财企[2012]16号）的有关规定，计提安全生产费用8,652,247.58元。

10、财务费用

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为-8,628,262.63元，较上年同期（2014年1-9月）下降

54.10%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公司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同比增加1,958,773.89元。

11、营业外收入

报告期公司“营业外收入”为8,472,949.71元，较上年同期（2014年1-9月）增长

275.57%的主要原因是：2015年子公司苏州华旃航天电器有限公司、泰州市航宇电器有限

公司分别收到税收返还及项目补助资金4,942,878.75元、855,800元。

1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40,414,116.25元，较上年同期

（2014年1-9月）增长592.07%的主要原因：一是报告期公司持续强化应收账款管理，货

款回收情况优于上年同期；二是报告期公司材料采购结算较多使用商业票据。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2,155,100.00元，较上年同期

（2014年1-9月）下降78.60%的主要原因是：2014年公司收到国家专项工程拨款3,2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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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05年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 ，

公司控股股东贵州航天工业有

限责任公司承诺：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持有航

天电器非流通股股份数量，达

到航天电器股份总数百分之一

的，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但无

需停止出售股份。

2005年09

月25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2008年，公司原发起人股东贵

州航天朝晖电器厂、贵州航天

朝阳电器厂持有的全部航天电

器股份无偿划转给贵州航天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航天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收购报告

书》中承诺避免同业竞争。

2008年10

月22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

任公司

航天电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公司控股股东贵州航天工

业有限责任公司承诺避免同业

竞争。

2001年12

月30日

长期

正在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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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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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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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5 至 26,44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0,340.8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年在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公司充分研究分析市场需求，紧

盯高端电子元器件需求稳步增长的机遇，加大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和市

场开发投入，优化改进内部管理机制，提升市场竞争力，使公司主业发展

继续保持良好态势。 公司预计2015年经营业绩较2014年同期有所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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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权忠

2015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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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永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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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7,678,236.23 5,973,270,709.76 -9.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29,523,216.84 2,024,990,921.32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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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093,604.84 12.77% 8,536,468,550.35 1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1,433,116.24 67.79% 148,288,821.19 7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672,120.86 299.17% 47,363,072.19 89.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778,415,840.28 1,215.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83.33% 0.31 7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83.33% 0.31 7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0.88% 7.1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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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19,1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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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33,433.93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791,29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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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777.1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210,0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52,771,007.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497.0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376,963.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567,847.82

合计 100,925,74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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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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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供销商业

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58% 184,549,76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策略回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38% 6,599,765

李永东 境内自然人 0.86% 4,113,500 3,085,125

魏翔 境内自然人 0.63% 3,000,000 2,250,000

长江证券资管－

工商银行－长江

证券昆仑8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1% 2,900,000

安洪刚 其他 0.56% 2,682,800

天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保

赢1号

其他 0.50% 2,399,911

程书泉 境内自然人 0.49% 2,327,500 1,745,625

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0.48% 2,310,000

黄勇 境内自然人 0.47% 2,227,500 1,6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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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供销商业总公司 184,549,76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策略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99,765 人民币普通股

长江证券资管－工商银行－长江证

券昆仑8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安洪刚 2,6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号

2,399,911 人民币普通股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裕丰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2,179,400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1,820,398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1,350,653 人民币普通股

陈曦 1,148,4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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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112.92%，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规模增长，未结算的销售商品

增加所致。 公司应收账款回收正常，周转较快，应收账款资产质量较高。

2、预付账款较年初下降54.56%，主要原因是公司议价能力提升，预付供应商采购货款

减少所致。

3、应收利息较年初下降100%，主要原因是利息收回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232.99%，主要原因是其他应收单位款项增加所致。

5、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资产较年初下降44.10%，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对外委托贷

款收回所致。

6、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38.94%，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建项目增加投入所致。

7、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下降32.74%，主要原因是本期摊销所致。

8、短期借款较年初下降40.45%，主要原因是公司短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9、应付账款较年初增长167.27%，主要原因是购买商品的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10、预收款项较年初下降35.4%,主要原因是预收客户货款减少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

1、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8.7%，主要原因是销售规模增长，相关运杂费、广告宣传

费等随之增加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253.76%，主要原因是计提坏账损失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86.09%，主要原因是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

增加所致。

4、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51.82%，主要原因是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204.76%，主要原因是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70.46%，主要原因是公司按照年初

制定的工作方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业绩增长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215.7%，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收到

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85.5%，主要原因是投资支付现金

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716.22%，主要原因是取得借款所

收到的现金减少和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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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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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永东、程书

泉、魏翔、李

锐、邓顶亮、黄

勇、王传友、朱

金和、孙红星

等持股董事、

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持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本人在发行人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其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50%。

2011年03月

02日

持续

截至本报告期

末，上述各项

承诺均得到了

严格履行，未

出现违反承诺

的情形。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安徽

省供销商业总

公司和实际控

制人安徽省供

销合作社联合

社

为避免与辉隆股份同业竞争和

保护辉隆股份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控股股东安徽省供销商业

总公司和实际控制人安徽省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作出如下承诺：

"对于辉隆股份正在经营的业

务、产品，承诺方保证现在和将

来不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参与

投资与股份公司业务、产品有竞

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业务和

产品。 承诺方也保证不利用其

股东的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其

它股东的正当权益。 同时承诺

方将促使承诺方全资拥有或其

拥有50%股权以上或相对控股

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2011年03月

02日

持续

截至本报告期

末，上述各项

承诺均得到了

严格履行，未

出现违反承诺

的情形。

控股股东安徽

省供销商业总

公司和实际控

制人安徽省供

销合作社联合

社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向

股份公司出具了《关于规范关

联交易的承诺函》，郑重承诺："

如与辉隆股份不可避免地出现

关联交易，承诺方将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

决策制度》的规定，依照市场规

则，本着一般商业原则，通过签

订书面协议，公平合理地进行交

易，以维护股份公司及所有股东

的利益，承诺方将不利用在辉隆

股份中的股东地位，为其或其近

亲属在与辉隆股份关联交易中

谋取不正当利益。 "

2011年03月

02日

持续

截至本报告期

末，上述各项

承诺均得到了

严格履行，未

出现违反承诺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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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至 5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6,838.5 至 21,048.1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4,032.0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科技服务、坚持风险管控，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

心，主动顺应新常态，扎实开展“农业科技促进年” 、“复合肥销售大赛

年”活动，服务现代农业，公司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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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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