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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

律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5年

10月26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

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

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2015年7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

§2�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937

交易代码 000937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2月17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658,518,875.87份

投资目标

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通过对债券积极主动地投资管理，追求以超

越业绩基准的绝对收益为目标。

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购买股票、权证等权益类资

产，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 本基金在充分研究宏观

市场形势以及微观市场主体的基础上，采取积极主动地投资管理策略，

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对利率变化趋势、债券收益率曲线移动方向、信

用利差等影响债券价格的因素进行评估，对不同投资品种运用不同的

投资策略，并充分利用市场的非有效性，把握各类套利的机会。 在信用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寻求组合流动性与收益的最佳配比，力求持续取得

达到或超过业绩比较基准的收益。

业绩比较基准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税后）+1.2%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其长期平均风险水平和预期收益率低于股票型

基金和混合型基金，但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属于较低风险收益水平的投

资品种。

基金管理人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A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937 000938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417,278,087.69份 241,240,788.18份

§3�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15年7月1日 － 2015年9月30日 ）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A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C

1．本期已实现收益 4,851,742.47 2,074,773.62

2．本期利润 9,124,825.54 4,287,836.76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0270 0.0258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431,531,002.30 248,812,268.73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1.034 1.031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

期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

后实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基金净值表现

3.2.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

较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A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2.78% 0.09% 0.77% 0.01% 2.01% 0.08%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C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2.69% 0.09% 0.77% 0.01% 1.92% 0.08%

3.2.2�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注：①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02月17日，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合同

生效未满一年。

②根据《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基金的

投资范围为国内依法发行固定收益类品种，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国债、央

行票据、地方政府债、金融债、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可分

离交易可转换债券的纯债部分、中期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回购和银行存款等

金融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固定收益类证券品

种（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不直接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

证等权益类资产，也不参与一级市场新股申购或增发新股。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

例为：本基金投资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80%；现金或到期日在一

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5%。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

定,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基金各项资产配置比例需符合基金合同要

求。 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有关投资比例的

约定。

§4�管理人报告

4.1�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期限

证券从业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张永志 基金经理 2015年2月17日 - 9

男，1999年9月至2003年7月， 就职

于工商银行青岛市市北一支行，任

科员、 科长等职务；2006年1月至

2007年5月，就职于海通证券，任债

券部交易员；2007年5月进入华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2007年 5月至

2009年1月担任华商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交易员；2009年1月至2010年8

月， 担任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基金

基金经理助理；2010年8月9日起至

今担任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基金基

金经理；2011年3月15日起至今担任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基金基金经

理。

4.2�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在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不存在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行为。 基金

管理人勤勉尽责地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求利益，严格遵守了《基金法》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

4.3�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执行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

度指导意见》和公司内部公平交易制度，在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等各

个环节，公平对待旗下所有投资组合。

公司建立投研管理平台并定期举行投研晨会、投研联席会等，建立健全投

资授权制度，确保各投资组合公平获得研究资源，享有公平的投资决策机会。

针对公司旗下所有投资组合的交易所公开竞价交易，通过交易系统中的公

平交易程序，对于不同投资组合同日同向买卖同一证券的指令自动进行比例分

配，报告期内，系统的公平交易程序运作良好，未出现异常情况。 针对场外网下

交易业务，公司依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公司

内部场外、网下交易业务的相关规定，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交易执行机

会。 对于以公司名义进行的交易严格按照发行分配的原则或价格优先、比例分

配的原则在各投资组合间进行分配。 本报告期内，场外、网下业务公平交易制

度执行情况良好，未出现异常情况。

公司对旗下各投资组合的交易行为进行监控和分析，对各投资组合不同时

间窗口（1日、3日、5日）内的同向交易的溢价金额与溢价率进行了T检验，统计

了溢价率占优比例。 本报告期内，未出现违反公平交易制度的情况，公司旗下

各基金不存在利益输送的行为。

4.3.2�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为规范投资行为，公平对待投资组合，公司制定了《异常交易管理办法》，

对包括可能显著影响市场价格、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可能涉嫌利益输送等异

常交易行为做出了界定及相应的防范、控制措施。

报告期内严格执行公司相关制度，未发现本基金存在异常交易行为。 公司

严格控制旗下非指数型投资组合参与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按照有关

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的投资导致出现的同日反向交易中，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

量均未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5%。

4.4�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业绩表现说明

4.4.1�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股市去杠杆引发的资产再配置带来3季度债券的牛市盛宴。 7月以来，随

着股市的下跌以及以打新、配资为代表各类股市衍生资产的收缩，资金重新配

置涌入债市，债券市场经历了完美的轮动，机会从短端到长端，从信用债到利率

债，从杠杆到久期。 期间虽然经历了811汇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从

而引发流动性紧缩预期，但之后央行及时通过逆回购、MLF注入流动性缓解了

市场的恐慌情绪。 至季末10年国开收益率下探至3.7%的前期低点。 流动性宽

裕下的“资产配置荒” 使得市场疯狂追逐具有票息优势的信用债，季末信用债

收益率位于2009年以来的低点，信用利差压缩至历史低位。

本基金主要配置于长端利率债和中等期限、中高评级信用债。

4.4.2�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截至2015年9月30日，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净值为

1.034元，份额累计净值为1.034元，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2.78%，同期基金业

绩比较基准的收益率为0.77%，本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高于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2.01个百分点；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净值为1.031

元，份额累计净值为1.031元，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2.69%，同期基金业绩比较

基准的收益率为0.77%，本类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高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1.92个百分点。

4.5�管理人对宏观经济、证券市场及行业走势的简要展望

我们对债券市场较为乐观。 在人口红利消失、财政收入乏力、以及产能过

剩的掣肘下，房地产、地方政府和制造业等传统投资主体难当再度加杠杆的重

任，国内需求面临持续萎缩的困境。 而以美国为首的海外经济也仅仅是看起来

很美，实际复苏进程缓慢而微弱，加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外需的回暖同样

步履维艰，未来经济复苏仍有赖于中央政府加杠杆和改革释放红利提高生产效

率。 中期内，我们认为中国潜在增速和实际利率仍处于下行通道，债券利率尤

其是长端利率债收益率仍有下行空间。

综上所述，本基金仍以利率债和高评级信用债配置为主，在确保安全性的

前提下兼顾收益和流动性要求。

4.6�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报告期，本基金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百

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投资组合报告

5.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742,949,803.29 94.95

其中：债券 742,949,803.29 94.95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0,747,542.90 2.65

7 其他资产 18,768,950.30 2.40

8 合计 782,466,296.49 100.00

5.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国家债券 142,172,202.80 20.90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118,992,000.00 17.49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118,992,000.00 17.49

4 企业债券 245,920,600.49 36.15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0,080,000.00 2.95

6 中期票据 215,785,000.00 31.72

7 可转债 - -

8 同业存单 - -

9 其他 - -

10 合计 742,949,803.29 109.20

5.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

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019505 15国债05 1,000,000 103,000,000.00 15.14

2 150210 15国开10 950,000 98,838,000.00 14.53

3 101551003 15国电集MTN001 300,000 30,945,000.00 4.55

4 019507 15国债07 301,490 30,622,339.30 4.50

5 122857 10九华债 320,000 22,864,000.00 3.36

5.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

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5.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

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投资。

5.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5.9.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5.9.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5.10�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0.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且在

本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5.10.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5.10.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69,967.82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976,073.85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6,987,508.12

5 应收申购款 735,400.51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18,768,950.30

5.10.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0.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投资。

5.10.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6�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A 华商稳固添利债券C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00,209,449.55 102,321,211.00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385,110,467.17 357,015,293.24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268,041,829.03 218,095,716.06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17,278,087.69 241,240,788.18

注：总申购份额含红利再投、转换入份额；总赎回份额含转换出份额。

§7�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没有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7.2�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没有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8�备查文件目录

8.1�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监会批准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设立的文件；

2.《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3.《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4.《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5.�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6.�报告期内华商稳固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在指定报刊上披露的各项

公告的原稿。

8.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处。

8.3�查阅方式

基金管理人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中海国际中心19

层

基金托管人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5号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基金管理人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7008880（免长途费），010－58573300

基金管理人网址：http://www.hsfund.com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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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明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财务总监）于竹明及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侯秋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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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46,358,230 27,003,913,126 9.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6,511,308,375 15,387,562,184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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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3,609,613 4,217,158,850 1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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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14,979,550 25,736,501,188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745,316,492 2,179,491,491 -1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21,868,697 1,983,812,958 -23.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 率

（%）

10.87 14.57 减少3.7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292 1.613 -19.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292 1.613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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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4,006 -88,41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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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54,086 369,805,19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1,500,000 2,1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1,717,115 3,861,942

所得税影响额 -14,238,094 -50,002,3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20,342 -13,904,753

合计 64,698,759 223,447,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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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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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集团

有限公司

415,080,055 30.72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371,881,448 27.53 0 未知 境外法人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270,127,836 19.99 0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40,395,975 2.99 0 未知 其他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个险

分红

30,606,844 2.27 0 未知 其他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7,574,505 1.30 0 未知 其他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93,340 0.79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0,517,500 0.78 0 未知 其他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

司－摩根士丹利中国A

股基金

10,206,020 0.76 0 未知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沪

7,136,010 0.53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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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415,080,055

人民币普通股 405,132,055

境外上市外资股 9,948,0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371,881,448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1,881,448

朝日集团控股株式会社 270,127,836 境外上市外资股 270,127,8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0,395,975 人民币普通股 40,395,975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30,606,844 人民币普通股 30,606,844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574,505 人民币普通股 17,574,50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693,340 人民币普通股 10,693,34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5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17,500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士丹

利中国A股基金

10,206,02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6,02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9L－FH002沪

7,136,010 人民币普通股 7,136,0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青啤集团” ）持股数量包括了通过其自身以及全

资附属公司持有的本公司H股股份合计9,948,000股，其本身持有本公司A股股

份405,132,055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股份乃代表多个客户所

持有，并已扣除青啤集团自身以及全资附属公司持有的H股股份数量。

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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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经济增长放缓、中高端餐饮市场消费不振等不利形势，公司

加大国内市场推广力度，不断优化产品品种结构，积极应对行业下行压力和市

场挑战。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累计实现啤酒销售量754万千升，其中主品牌“青岛啤

酒” 实现销量363万千升。 公司继续开拓中高端产品市场，前三季度公司奥古

特、纯生、听装、小瓶和经典1903等高附加值产品共计实现销售量147万千升，

保持了在国内中高端市场的领先地位。

2015年1-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243.15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17.4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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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9,140,308 6,388,651 2,751,657 43.07

应收账款 174,113 125,422 48,691 38.82

预付款项 87,945 191,673 -103,728 -54.12

其他应收款 662,023 163,584 498,439 304.70

在建工程 611,670 1,051,916 -440,246 -41.85

固定资产清理 46,381 17,966 28,415 158.16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5,674 76,627 39,047 50.96

应付票据 145,523 91,748 53,775 58.61

应付账款 3,555,522 2,494,169 1,061,353 42.55

预收款项 534,379 787,925 -253,546 -32.18

应交税费 610,585 249,196 361,389 145.02

应付利息 1,126 4,740 -3,614 -76.23

其他综合收益 2,065 10,040 -7,975 -79.43

少数股东权益 -192,621 -100,280 -92,341 -92.08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3.0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经营活

动产生现金净流入所致。

(2)应收账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8.8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进入销

售旺季使得部分子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增加所致。

(3)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54.1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预

付货款方式采购原材料减少所致。

(4)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04.7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买

固定收益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41.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

公司在建项目完工转固所致。

(6)固定资产清理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58.1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

分子公司进入处置程序的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7)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50.9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部分子公司搬迁在建项目增加导致预付工程款和设备采购款增加所致。

(8)应付票据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58.6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票

据结算货款方式比重增加所致。

(9)应付账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2.5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进入生

产旺季，材料采购增加使得应付账款增加所致。

(10)预收款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32.1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

公司预收酒款减少所致。

(11)应交税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45.0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进入

销售旺季使得应交增值税、应交所得税、应交消费税增加所致。

(12)应付利息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76.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

公司应付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13)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79.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外

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14)少数股东权益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92.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拥

有少数股东的部分子公司净资产减少所致。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4,314,980 25,736,501 -1,421,521 -5.52

营业成本 14,896,923 15,521,783 -624,860 -4.03

营业税金及附加 1,797,279 1,922,929 -125,650 -6.53

销售费用 4,810,746 4,995,192 -184,446 -3.69

资产减值转回/（损失） 393 3,702 -3,309 -89.39

营业外收入 379,749 279,363 100,386 35.93

营业外支出 94,494 33,297 61,197 183.80

少数股东损益 -6,591 47,582 -54,173 -113.85

(1)2015年1-9月营业收入同比减少5.5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啤酒销量

下降，使得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2)2015年1-9月营业成本同比减少4.0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啤酒销量

下降，使得营业成本减少所致。

(3)2015年1-9月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6.5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啤

酒销量下降，使得消费税减少所致。

(4)2015年1-9月销售费用同比减少3.6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啤酒销量

下降，使得市场费用投入同比减少所致。

(5)2015年1-9月资产减值转回同比减少89.39%，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

回前期已确认坏账的应收账款同比减少所致。

(6)2015年1-9月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35.9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

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7)2015年1-9月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183.8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

司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8)2015年1-9月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113.8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拥

有少数股东的部分子公司净利润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4,863,610 4,217,159 646,451 15.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1,354,838 -1,362,872 8,034 0.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387,051 -2,532,260 2,145,209 84.72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5.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84.7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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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原控股股东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青岛市国资委” ）承诺将在股改完成后建议青岛啤酒董事会制定并

实施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

2007年4月青啤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承接了青岛市国

资委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所有需履行的义务和做出的承诺。

2014年6月25日，接公司控股股东青啤集团通知，为使公司管理层与股东、

公司之间利益更好的结合，并履行股改承诺及监管要求，青啤集团将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于2020年6月底前推进上市公司提出管理层长期激励计划，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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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明波

日期 2015-10-27

证券代码：

600600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

2015

—

019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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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5年10月27日

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

在交易所网站和指定报章公布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批准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公司” ）2016年度买方信

贷业务和国债（含逆回购）和理财产品投资规划。

（1）同意财务公司2016年度买方信贷业务规划，即财务公司向青岛啤酒

战略经销商及营销中心推荐的优质经销商提供买方信贷业务支持。 2016年度

规划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 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

具体实施方案；

（2）同意财务公司2016年度国债（含逆回购）和理财产品投资规划，2016

年度两类投资产品的月末余额不超过80,000万元人民币且不超过财务公司资

本总额的70%。 授权财务公司具体实施，并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以上两项议案会议有表决权的董事9人，同意9人。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600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

2015-020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以下称 “会议” ）于

2015年10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2、审议批准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公司” ）2016年度买方信

贷业务和国债（含逆回购）和理财产品投资规划。

上述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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