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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广 弘 控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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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增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爱

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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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113,779.00 1,472,945,211.97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130,503,197.24 1,063,134,590.71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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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449,472.66 -1.22%

1,512,902,

688.25

7.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4,492,926.71 4.82% 67,368,606.53 6.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4,272,385.51 8.79% 65,471,851.04 5.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44,195,281.52 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25.00% 0.12 9.0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25.00% 0.12 9.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7% -0.26% 5.97%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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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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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905.3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6,039.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7,960.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4,565.23

合计 1,896,755.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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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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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1.26% 299,259,520

广东广弘投

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4% 11,348,755

鹤山毛纺织

总厂床上用

品厂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30% 7,597,647 7,597,647

鹤山市今顺

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1% 6,490,804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

瑞积极成长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8% 4,547,351

中国银行－

易方达积极

成长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1% 2,999,968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0.51% 2,960,000

鹤山市鹤昌

实业投资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0% 2,310,000 2,310,000

吴小仙 境内自然人 0.37% 2,174,150

鹤山市宏科

贸易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6% 2,101,990 2,1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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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299,259,520

人民币普通

股

299,259,520

广东广弘投资有限公司 11,348,755

人民币普通

股

11,348,755

鹤山市今顺贸易有限公司 6,490,804

人民币普通

股

6,490,80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547,351

人民币普通

股

4,547,351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

证券投资基金

2,999,968

人民币普通

股

2,999,96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6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960,000

吴小仙 2,174,150

人民币普通

股

2,174,150

刘玮 2,018,900

人民币普通

股

2,018,900

李连安 2,006,557

人民币普通

股

2,006,557

王汝联 2,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除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广东广弘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外，其他未知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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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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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自公告之日

起一个月内

不减持本公

司股票，以实

际行动维护

上市公司信

用体系，切实

保护投资者

利益。

2015年07月

08日

一个月 已履行完成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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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 凯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5--38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弘资产公司” ）正在筹划混合所有制改革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证券代码：000529）于2015年8月14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分别于2015

年8月14日、2015年8月21日、2015年8月28日、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14日、2015年9月

21日、2015年9月28日、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0月14日、2015年10月21日披露了《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25)、《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26)、《重

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5-30、31、32、33、34、35、36、37)，具体内容详见《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10月27日公司接广弘资产公司通知，截止目前，广弘资产公司的股东广东省商

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报的《广弘资产公司整体改制实施方案》仍处于广东省国资委审批

阶段。 由于该事项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

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广弘控股，证券代码：000529）自

2015年10月28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重大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5-39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文件方式、电子文件方式发出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参与表决董事9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周凯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5--40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通讯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5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文生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对下

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

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72

证券简称：川润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3

号

四 川 川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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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罗丽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晓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易

东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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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1,640,525.49 1,886,411,087.90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212,569,333.81 1,220,951,064.88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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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31,600.78 18.35% 575,072,409.08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3,140,515.07 -1,107.63% -8,381,717.20 -30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849,371.89 -254.98% -11,955,978.93 -324.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12,501,657.20 131.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3 -1,103.85% -0.0200 -30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3 -1,103.85% -0.0200 -30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8%

下降0.99个百分

点

-0.69%

下降1.02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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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87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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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2,091.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0,649.2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9,606.59

合计 3,574,261.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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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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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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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丽华 境内自然人 21.01% 88,176,350 66,132,262

钟利钢 境内自然人 6.80% 28,520,000 21,390,000

罗永忠 境内自然人 6.23% 26,155,000 19,616,250

罗全 境内自然人 3.26% 13,662,000 0

彭皓喆 境内自然人 2.20% 9,230,000 0

上海国富永楠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43% 6,010,825 0

罗永清 境内自然人 0.64% 2,681,000 0

谢慧明 境内自然人 0.60% 2,505,152 0

曾和平 境内自然人 0.48% 2,000,000 0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时节好

雨32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0.48%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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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丽华 22,044,088

人民币普通

股

22,044,088

罗全 13,662,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3,662,000

彭皓喆 9,23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9,230,000

钟利钢 7,13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7,130,000

罗永忠 6,538,750

人民币普通

股

6,538,750

上海国富永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6,010,825

人民币普通

股

6,010,825

罗永清 2,681,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681,000

谢慧明 2,505,152

人民币普通

股

2,505,152

曾和平 2,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0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节好雨

32号集合资金信托

2,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罗丽华、钟利钢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罗丽华、钟利钢、

罗永忠、罗全、罗永清属于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前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谢慧明通过西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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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000股，与其普通证券账户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505,

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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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变动说明

1、预付款项比期初下降41.83%，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结算预付供应商货款所致；

2、应收利息比期初下降100.00%，主要系报告期定期存款减少并收回利息所致；

3、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长42.50%，主要系报告期期末往来款增加所致；

4、递延所得税资产比期初增长37.89%，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经营业绩亏损所致；

5、短期借款比期初下降52.73%，主要系报告期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6、应付票据比期初增长57.32%，主要系报告期使用票据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7、预收款项比期初下降38.73%，主要系报告期公司结算预收客户货款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下降61.40%，主要系报告期支付上年末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

所致；

9、应交税费比期初增长30.34%，主要系报告期期末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10、应付利息比期初下降100.00%，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到期利息所致。

（二）利润表变动说明

1、1-9月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413.20%，主要系报告期缴纳增值税增加所致；

2、1-9月财务费用同比下降846.71%，主要系报告期结汇时汇率上升致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3、1-9月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长48.24%，主要系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4、1-9月投资收益同比下降100.00%，主要系上期远期结售汇到期业务平仓产生收益；

5、1-9月营业利润同比下降227.66%，主要系报告期管理费用和资产减值损失增长致

营业总成本增长所致；

6、1-9月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45.69%，主要系报告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7、1-9月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318.84%，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同比下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变动说明

1、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长8,588.06%，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川润动力收到出口退税

所致；

2、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长78.65%，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增值税增加所致；

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长36.75%，主要系报告期支付其他往来款

增加所致；

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下降49.13%，主要系报告

期募投项目建设完工，投入资金同比减少所致。

（四）订单情况

报告期，公司新签订订单61,523.40万元，同比下降4.69%。

新签订润滑液压产品订单49,715.54万元，同比增长4.67%。 其中新签订风电产品订单

38,314.63万元，同比增长47.24%。

新签订锅炉容器产品订单11,755.32万元，同比下降31.06%。

（五）风险提示

受国内宏观经济下行以及国际金融环境变化影响，公司应收账款、订单暂停暂缓风险

加大，同时受机械制造行业经营环境影响，公司全资子公司川润动力经营压力明显上升。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4月20日开市起

停牌。 经公司研究，确认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自2015年7月1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继续停牌。 为促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会同独立财务顾问华英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等中介机构与标的公司进行了深入协商，就合作条件进行了深入讨论和沟通。 但由于

筹划期间资本市场环境出现剧烈震荡，考虑到收购成本及收购风险等因素，合作双方未能

就交易价格达成一致。 基于此，为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24日开市起复牌，详见2015-049号公告《关于终

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事宜的公告

2015年09月23日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公告》

（公告号：2015-049号）刊载于2015年9月

23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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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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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公司

公司在报告期内终止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并于2015年9月

24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自

本次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

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09

月24日

6个月

截至公告之

日，公司严

格履行了上

述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股东

罗丽华、实际控

制人罗丽华和

钟利钢夫妇

在《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中，承诺：自承诺函签署之

日起，本人及本人控股的其他

企业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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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经营任何与公司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公司生

产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如公司进

一步拓展其产品和业务范围，

本人及本人控股的企业将不与

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

争；可能与公司拓展后的产品

或业务产生竞争的，本人将退

出与公司的竞争。

2008年09

月19日

作为公司

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

制人期间。

截至公告之

日，承诺人

严格履行了

上述承诺。

担任公司董事

的股东罗丽华、

罗永忠、钟利钢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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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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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有限

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50%。

2008年09

月19日

担任公司

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

期间及法

定期限内。

截至公告之

日，承诺人

严格履行了

上述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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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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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亏损

2015年度净利润（万元） -5,300.00 至 -4,20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1,060.7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影响，子公司川润动力部分

订单暂停暂缓预计会导致公司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减少；同时，

受行业流动性不足影响，下游客户资金压力较大，应收账款风

险加大，可能会导致坏账准备及坏账损失金额增加，预计会对

第四季度损益产生较大影响；

2、由于关闭子公司川润动力持续亏损的压力容器业务，

公司拟在四季度对该业务相关资产、存货进行处置，可能会增

加资产处置损失、资产跌价或减值准备，预计对公司损益产生

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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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川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罗丽华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041

证券简称：登海种业 公告编号：

2015-032

山 东 登 海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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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毛丽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龙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彦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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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4,064,637.17 3,949,334,688.29 -6.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056,740,493.21 2,000,550,757.58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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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50,423.38 -35.21% 649,134,931.39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40,769.37 -94.88% 179,389,735.63 1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54,314.59 66.66% 173,378,425.93 9.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42,218,888.54 -153.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2 -93.55% 0.2039 11.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2 -93.55% 0.2039 11.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1%

增加0.14个百分

点

8.75%

减少0.58个百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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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0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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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8,288.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9,954.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85,494.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7,489.88

合计 6,011,30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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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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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州市农业科学

院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3.18% 468,008,155

李登海 境内自然人 7.31% 64,350,200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2% 17,795,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零组合

其他 1.65% 14,520,543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六组合

其他 1.40% 12,341,100

莱州市高新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8% 8,601,265

毛丽华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8,183,809 6,137,857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6% 5,796,100

南方基金－农业

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6% 5,796,100

中欧基金－农业

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66% 5,79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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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州市农业科学院 468,008,155

人民币普通

股

468,008,155

李登海 64,350,200

人民币普通

股

64,350,2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795,900

人民币普通

股

17,795,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14,520,543

人民币普通

股

14,520,54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2,341,100

人民币普通

股

12,341,100

莱州市高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601,265

人民币普通

股

8,601,265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

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796,100

人民币普通

股

5,796,1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796,100

人民币普通

股

5,796,1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796,100

人民币普通

股

5,796,1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796,100

人民币普通

股

5,79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李登海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的实际控制人，毛丽华为公

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的股东。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是否为一致行动人未知。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莱州市农业科学院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9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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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期末较期初增长35.91%，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较期初下降55.0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2014－2015销售季结束，

经销商货款结算完成所致。

3．预付账款期末较期初增长143.36%，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预付2015年度生产基地

制种款尚未结算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增长56.94�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对科研、加工设施的投

资。

5．应付账款期末较期初下降85.74� %，主要原因是期初应付的玉米制种款本期已结

算完成所致。

6．预收账款期末较期初增长37.82� %，主要原因是2015－2016销售季玉米种预收款

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较期初增长34.56%，主要原因是期末待发放的绩效薪酬增加所

致。

8．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增长41.05� %，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

尚未缴纳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期末较期初下降89.47�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销售季结束，经销商的

销售返利款结算所致。

10．预计负债期末较期初下降99.97� %，主要原因是公司2014－2015年玉米种子销售

季已结束，计提的预计退货已结算所致。

11．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60.13%，主要原因是本期应纳税额减少所

致。

12．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86.79� %，主要原因是本期定期存款减少，相应的

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1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149.46%，主要原因是上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影响所致。

14．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89.30%，主要原因是公司上期对社会公益事业

的捐赠支出影响所致。

15．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59.47%，主要原因是本期登海先锋子公司利

润增加所致。

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流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20,959,166.02元，

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影响所致。

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净流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074,027,824.15

元，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收回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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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年7月3日， 安徽省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委员会办公室在安徽种业信息网（http:

//www.ahseed.com� ）上发布了《关于第五届安徽省品审会第一次审定会初审通过品种

和拟引种品种的公示》，其中公司主推玉米新品种“登海618” 通过安徽省引种初审。

2.2015年7月5日，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针对股票市场暂时的非理性波动

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提出提振市场信心的承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暂不减持公司股份。截至

报告日,公司控股股东莱州市农业科学院未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3.2015年7月9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登海先生通知公司披露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基于

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积极践行社会责任，计划利用自有资金

500万元增持本公司股票。

4.2015年7月21日， 李登海先生以自有资金5002746元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

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286,200�股。

5.2015年9月25日，李登海同志被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6.2015年9月30日， 农业部组织专家对山东齐河粮食绿色增产模式攻关高产高效示范

区三十万亩核心区以“登海605”为主种植品种的玉米进行实打测产，最高亩产达1123.9公

斤，平均单产801.7公斤，创造了全国最大面积夏玉米高产纪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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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登海

在增持期间

及在增持完

成后的 6�个

月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

09日

2015年7月9

日至2016年

1月20日

严格履行

莱州市农业

科学院

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暂不

减持所持有

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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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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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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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37.17 至 57,055.76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38,037.1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母公司主推品种较上年同期保持稳定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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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毛丽华

2015年10月27日

B051

■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