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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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郑鹏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文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伊丽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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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8,671,157.87 12,815,086,798.16 -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40,260,380.51 3,882,425,681.17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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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611,896.28 195,864,402.38 7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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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71,921,845.63 4,975,469,409.42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8,404,148.21 57,005,387.93 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916,995.68 27,656,529.76 -179.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9 1.85 减少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37 0.0536 -18.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37 0.0536 -18.4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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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727.54 180,667.2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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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00,000.00 108,026,3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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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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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63.46 -750,183.7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2,887,269.57 -27,116,126.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5,777.63 -19,512.73

合计 38,616,488.72 80,321,14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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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151,4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340,795,460 25.49 0 质押 255,61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张素芬 14,470,000 1.08 0 未知 未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8,184,786 0.61 0 未知 未知

张青 8,092,084 0.61 0 未知 未知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6,667,896 0.5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5,807,400 0.43 0 未知 未知

诺安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

托诺安基金公司股票型

组合

5,325,538 0.4 0 未知 未知

任惠清 5,000,390 0.37 0 未知 未知

诺安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

托诺安基金股票型组合

4,999,976 0.37 0 未知 未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4,510,379 0.34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340,795,460 人民币普通股 340,795,460

张素芬 14,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70,000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8,184,786 人民币普通股 8,184,786

张青 8,092,084 人民币普通股 8,092,08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6,667,896 人民币普通股 6,667,89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807,400 人民币普通股 5,807,400

诺安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

人寿委托诺安基金公司股票型组合

5,325,538 人民币普通股 5,325,538

任惠清 5,000,39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390

诺安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

人寿委托诺安基金股票型组合

4,999,976 人民币普通股 4,999,97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4,510,379 人民币普通股 4,510,37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东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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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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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数为977,211,260.37元，比年初减少34.91%， 主要是其他货币资金减少所致。

2、应收利息年期数为41,664.16元，比年初减少97.34%，主要是应收存款利息减少所致。

3、投资性房地产期末数为247,388,106.26元，比年初增加100%,主要是子公司江苏博汇的办公楼、

生活小区对外租赁由固定资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所致。

4、 应交税费期末数为33,802,349.47元， 比年初减少41.91%， 主要是2015年9月份实现的税款比

2014年12月份减少所致。

5、应付利息期末数为6,351,634.19元,比年初数减少63.06%,主要是2015年9月末利息季度支付所

致。

6、其他应付款期末数为3,166,321.80元,比年初减少84.86%,主要是欠款到期支付所致。

7、长期应付款期末数为368,908,376.05元，比年初数增加100%，主要是公司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8、股本期末数为1,336,844,288.00元,比年初数增加100%,主要是公司实施2014年度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所致。

9、资本公积期末数为1,315,032,793.03元,比年初减少33.70%,主要是公司实施2014年度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所致。

10、营业税金及附加2015年1-9月份发生数为7,473,858.00元,比去年同期数减少49.62%,其主要

原因为本期实现的增值税减少相应提取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所致。

11、资产减值损失2015年1-9月份发生数为4,929,698.3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06.95%,主要是本

期应收帐款增加,相应提取坏帐准备所致。

12、营业外收入2015年1-9月份发生数为109,178,640.03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69.03%,主要是

子公司江苏博汇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支出2015年1-9月份发生数1,721,856.64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47.32%,主要是支付罚

款及赞助款增加所致。

14、所得税费用2015年1-9月份发生数为9,629,314.12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61.85%，主要是递延

所得税减少所致。

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5年1-9月份为336,611,896.28元， 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71.86%，主要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5年1-9月份为-648,212,607.28元, � 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155.86%，主要原因是较去年同期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所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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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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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山东博汇集

团有限公司

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在关联关系存

续的情况下，本公司将不会开展和发

展与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生产经营和业

务；并且在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将来扩大业务范围时放弃从事与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扩大的

业务相同的业务。

2002�年

9月30

日，长期

有效。

是 是

与再融

资相关

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杨延良

1、本人将不会参与任何与股份公司

目前或未来从事的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或进行其他可能对股份公司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2、本人不以任何形式，也不设立任何

独资、合资或拥有其他权益的企业或

组织，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相

同或相似的经营业务；3、本人不为自

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股份公司的商

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股份

公司同类的业务；4、本人保证不利用

实际控制人的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

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利用自

身特殊地位谋取非正常的额外利益；

5、本人保证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

弟姐妹及其配偶、年满 18�周岁的子

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

配偶的父母等，也遵守以上承诺；6、

以上承诺在本人直接或间接拥有股

份公司股份期间内持续有效，且是不

可撤销的。

2008�年

4月10

日，长期

有效。

是 是

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自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增持本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

000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5年7月1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临2015-034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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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鹏远

日期 2015年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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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晓京 独立董事 公务出国 无

1.3� 公司负责人郑建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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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5,167,930.93 1,011,017,520.86 5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19,944,105.79 906,460,020.47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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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546,866.78 190,270,045.58 -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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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61,040.10 528,101,677.65 -7.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7,847,135.70 184,140,875.68 -19.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4,934,814.22 182,612,554.70 -20.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31 22.38 减少1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5 0.47 -25.5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5 0.47 -25.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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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418.20 132,1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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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866.07 942,191.1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3,113,150.69 3,438,767.12 理财产品收益

债务重组损益 - -1,300,43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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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4,92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3,512.71 -122,727.69

所得税影响额 -514,516.69 -472,501.03

合计 2,915,594.58 2,912,3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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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26,89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136,884,392 30.62 133,5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郑建军 65,498,400 14.65 65,498,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吴海宏 55,519,200 12.42 55,519,2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赵玉岭 45,460,800 10.17 45,460,8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雪理 45,460,800 10.17 45,460,8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谭庆 45,460,800 10.17 45,460,8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二户

5,100,000 1.14 5,100,000 未知 0 国有法人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方正东亚·

神龙72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5,098,881 1.14 0 未知 0 未知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方正东亚·

神龙73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615,689 0.36 0 未知 0 未知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神龙191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547,554 0.35 0 未知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方

正东亚·神龙7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5,098,881 人民币普通股 5,098,881

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384,392 人民币普通股 3,384,392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方

正东亚·神龙7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615,689 人民币普通股 1,615,689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神

龙19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547,554 人民币普通股 1,547,554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神

龙190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35,087 人民币普通股 335,087

陈小华 310,066 人民币普通股 310,066

周炬 242,649 人民币普通股 242,64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000

潘涨其 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

周洪浩 18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一轻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郑建军为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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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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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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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说明如下：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原因

货币资金 113,563,305.11 300,697,945.65 -62.23%

主要因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及现金分红所致

应收票据 223,486,911.16 167,280,539.64 33.60%

主要因为我国宏观经济层面多

次出现了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从

而导致下游厂商采取银行承兑

汇票支付采购款的规模有所上

升，现金支付方式减少导致

其他应收款 1,025,340.09 715,320.26 43.34% 员工出差所借差旅费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650,000,000.00 因购买的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3,329,929.08 121,461.87 2641.54%

因生产线建设且未完工，导致在

建工程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944,795.73 671,608.09 40.68%

因诸暨子公司对办公区进行装

修新增加长期待摊滩费用

预收款项 8,713,427.85 4,415,478.41 97.34%

部分中小客户付款后未来得及

发货所致。

应交税费 5,817,313.85 14,020,246.15 -58.51% 本期应缴增值税和所得税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300,000.00 未确认完毕的政府补助

资本公积 469,070,637.54 1,811,637.54 25792.08% 发行新股导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419,944,105.79 906,460,020.47 56.65% 发行新股导致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37,206,611.08 923,844,846.67 55.57% 发行新股导致

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

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增减比例

（%）

原因

财务费用 -5,834,421.95 -633,359.19 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564,327.98 421,646.42 271.00%

应收账款计提减值准备增

加

投资收益 3,733,692.12 176,954.94 2009.97% 因增加理财产品收益

营业外支出 1,483,239.49 228,435.71 549.30% 因债务重组损失导致

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月）

增减比例

（%）

原因

（1-9月）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5,224,740.64 16,365,610.33 54.13% 因房租收入和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8,546,866.78 190,270,045.58 -42.95%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减少是因国家

宏观经济低迷，公司下游企业资金

紧张，增加了银行承兑汇票，现金

支付方式减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00,000,000.00 收回理财产品本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3,733,692.12 176,954.94 2009.97% 因理财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8,793,477.56 3,550,515.16 429.32%

因本期母公司支付C4、A3房产的

契税及支付C4房产尾款，以及生产

线建设支出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750,000,000.00 购买理财产品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26,670,000.00 发行新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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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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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北京一轻控

股、郑建军、吴

海宏、孙雪理、

谭庆、赵玉岭

自大豪科技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市之

日起36个月内，本

公司/本人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本人持有

的大豪科技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

大豪科技回购本公

司/本人持有的大

豪科技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 ?

承诺时间：

2015年4月21

日，期限：36个

月

是 是 无 无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公司董监高

承诺在担任大豪科

技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持有的大豪

科技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持

有的大豪科技股

份。 本人所持大豪

科技股票在上述锁

定期满后二十四个

月内减持的，减持

价格将不低于大豪

科技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的发行价。

承诺时间：

2015年4月21

日，期限：36个

月

是 是 无 无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北京一轻控

股、郑建军、吴

海宏、孙雪理、

谭庆、赵玉岭

本公司/本人将来

不以任何方式从事

与大豪科技或其子

公司主营业务相同

或相似的业务，或

通过投资其他企业

从事或参与与大豪

科技或其子公司主

营业务相同或类似

的业务。

承诺时间：

2015年4月21

日，期限：36个

月

是 是 无 无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其他

北京一轻控

股、郑建军、吴

海宏、孙雪理、

谭庆、赵玉岭

自大家科技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期间内，当出现

公司股票连续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当日已公告

每股净资产，且非

在股价稳定措施实

施期内的情况时，

则触发本公司在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

定及其他对本公司

有约束力的规范性

文件规定且大豪科

技股权分布符合上

市条件的前提下回

购股份的义务

承诺时间：

2015年4月21

日，期限：36个

月

是 是 无 无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北京一轻控

股、郑建军、吴

海宏、孙雪理、

谭庆、赵玉岭

保证不会利用本公

司对大豪科技的控

股地位或其他特殊

关系自行或通过本

公司的关联公司损

害大豪科技公司利

益。

承诺时间：

2015年4月21

日，期限：36个

月

是 是 无 无

与首次公开发

行相关的承诺

分红 公司

大豪科技上市后三

年内，每年以现金

方式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的50%

承诺时间：

2015年4月21

日，期限：36个

月

是 是 无 无

维护公司股价

稳定

其他

北京一轻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

一轻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承诺未来6个

月内如果公司股价

低于2015年7月9

日停牌前的收盘价

格，将最高增持不

超过公司股本总额

1%的股份；同时承

诺所增持股份6个

月内不减持。

承诺时间：

2015年7月13

日，期限：6个

月；

是 是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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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建军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603025� � � � � � �证券简称：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3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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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5年10月27日， 公司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

会议。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8人，其中董事杨晓京因公务出国，未能出席。会议由董事

长郑建军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2日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同意《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核销的议案》

公司拟对三家客户进行应收账款坏账核销处理，公司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对本年度利润

影响金额共计14987.50元。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25� � � � � � �证券简称：大豪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4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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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监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

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5年10月27日，公司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临

时）会议。 公司监事会3�名监事均参加会议，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顾国惠主持。 本次会议通

知于2015年10月22日发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同意《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核销的议案》

公司拟对三家客户进行应收账款坏账核销处理，公司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对本年度利润

影响金额共计14987.50元。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报备文件

（一）监事会决议

公司代码：6009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博汇纸业 公司代码：6030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大豪科技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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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刘建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薛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光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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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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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5,894,728.49 3,542,617,796.92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97,709,556.16 2,715,639,100.25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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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628,816.42 281,589,207.51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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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814,604.43 843,895,293.90 8.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54,280,455.91 206,215,286.80 -2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3,606,623.91 120,790,102.64 -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59 7.78 减少2.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2 0.43 -25.5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2 0.43 -25.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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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425.7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

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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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81,666.63 54,211,666.5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

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

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

值部分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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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

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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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

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641.75 -6,020.0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600,369.66 -13,535,240.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4,801,938.72 40,673,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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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32,55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

司

178,342,661 37.05 无 国有法人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3,716,302 4.93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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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641 2.5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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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3,200 1.89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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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3,400 1.87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6,000,062 1.25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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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1,306 0.78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3,570,024 0.74 无 其他

周山洪 3,431,700 0.71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成

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2,799,915 0.58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 178,342,661 人民币普通股 178,342,661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3,716,302 人民币普通股 23,71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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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6,641 人民币普通股 12,016,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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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9,0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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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8,993,4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6,000,062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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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1,306 人民币普通股 3,751,30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积极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570,024 人民币普通股 3,570,024

周山洪 3,431,700 人民币普通股 3,431,700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稳健成长贰号证券

投资基金

2,799,915 人民币普通股 2,799,91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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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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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资产负债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84,568,650.17 191,928,628.29 48.27%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经营积累所

致。

应收账款 24,187,504.41 13,242,856.97 82.65%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应收烟台港

票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0.00 18,159,905.99 -100.00%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初留抵增值税

进项税已全部抵扣所致。

在建工程 53,372,709.60 500,471,371.23 -89.34%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2艘客滚船完

工结转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741,637.67 91,594.37 3985.01%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发生办公楼装

修费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3,191,542.55 21,371,538.16 -38.28%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计提的薪酬在报告期

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9,043,154.55 2,203,995.53 310.31%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应交所得税

及增值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3,810,992.32 20,441,568.99 65.40%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应付船舶保险

款等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4,200,000.00 30,000,000.00 80.67%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50,024,322.43 38,766,529.00 29.04%

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

“36000总吨客滚船国防补助” 专项补

贴1200万元作为递延收益核算。

少数股东权益 24,786,773.03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

表新增控股公司-渤海国际轮渡（香

港）有限公司所产生的少数股东权益。

2、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6,396,451.59 12,853,347.84 183.17%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在建工程完工停止利

息资本化、贷款增加及人民币贬值造成

的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3、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6,363,447.77 -604,151,808.54 64.19%

增加的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支付购买邮

轮款和支付客滚船造船进度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5,050,949.78 476,018,091.28 -113.67%

减少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减少贷款所

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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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A、公司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本公司控股股东辽宁省大连海洋渔业集团公司承诺：

"除按国家规定转持部分国有股外，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B、公司股东关于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承诺

（1）为避免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辽渔集团已于2011年4月8日向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函》，承诺如下：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现时没有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

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不会投资任何与发行人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其他企业，不会利用对发行人的持股关系进行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发行人经营的业

务产生竞争，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业务纳入到

发行人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期间，本承诺函为有效之承诺。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发行人所有，本

公司将向发行人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公司控股股东辽渔集团已于2011年4月8日向公司出具了《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承诺函》，承诺

如下：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杜

绝一切非法占用发行人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要求发行人为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

保。

本公司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

易，本公司将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化定价原则，依法签订协议，并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公司章程》等制度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履行回避表决义务，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上述各承诺事项目前各股东均严格按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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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建君

日期 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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