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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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王金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宝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宋家兴、财务部主任艾栎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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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0,066,415,094.75 28,155,686,976.65 28,155,686,976.65 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3,149,490,073.31 10,691,150,881.49 10,691,150,881.49 2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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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3,627,432.76 24,778,015.00 72,500,063.99 1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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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8,756,361,859.06 10,731,957,426.00 7,607,075,767.12 -1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91,943,150.55 1,039,659,837.41 567,306,852.97 -33.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44,043,222.63 511,480,474.48 511,480,474.48 25.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44 11.24 9.30 减少5.8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38 0.548 0.467 -38.3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38 0.548 0.467 -38.32

注1：本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完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被合并方2014

年1-9月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72,352,984.44元作为非经常

性损益全部扣除。

注2：关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增减变化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644,043,222.63元，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39,659,

837.41元，（1）若上年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55,826,378.49元及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被合并企业1-9月累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72,352,

984.44，本公司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511,480,474.48元，按此口径计算，本公司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加25.92%；（2）若上年同期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55,826,378.49元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被合并企业1-9月

累计非经常性损益24,257,092.59元，本公司2014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59,576,366.33元，按此口径计算，本公司

2015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

减少32.88%。

注3：关于每股收益

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

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每股收益计算如下：

基本每股收益=P0÷S，其中，S=� S0＋S1＋Si×Mi÷M0–Sj×Mj÷

M0-Sk

（1）本报告期：P0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1,943,150.55元，S

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2,050,044,664股，每股收益为0.338元。 其

中，S0为期初股份总数1,896,046,411.00股、Si为报告期因发行新股增加股份

数173,248,035股、M0为报告期月份数9、Mi为增加股份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

的累计月数8。

（2）上年同期：P0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39,659,837.41元，

S为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加权平均数1,896,046,411股，每股收益为0.548元。 其

中，S0为期初股份总数1,896,046,411股、M0为报告期月份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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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451.34 1,668,66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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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1,099.04 42,108,631.17

债务重组损益 -432,649.82 2,459,16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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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9,349.58 19,035,239.99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91,606.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97,401.02 9,528,523.25

所得税影响额 -4,632,486.07 -11,801,835.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329,447.14 -15,290,070.08

合计 20,682,717.95 47,899,92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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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0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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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

有限公司

1,433,492,682 69.27 682,126,411 无 0 国有法人

英大证券-民生银

行-英大证券安之

衡16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79,646,017 3.85 79,646,017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102

组合

39,999,517 1.93 0 无 0 其他

财通基金-民生银

行-富春通鼎富赛

1号资产管理计划

19,433,628 0.94 19,433,628 无 0 其他

华安资产-工商银

行-高览天地科技

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19,380,530 0.94 19,380,530 无 0 其他

永诚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17,699,115 0.86 17,699,115 无 0 其他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7,470,297 0.8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商价

值共享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15,007,702 0.73 0 无 0 其他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商领

先企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470,528 0.55 0 无 0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中

邮核心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11,277,769 0.55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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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751,366,271 人民币普通股 751,366,271

全国社保基金102组合 39,999,517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517

兖矿集团有限公司 17,470,297 人民币普通股 17,470,29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共

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5,007,702 人民币普通股 15,007,70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先企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470,528 人民币普通股 11,470,528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1,277,769 人民币普通股 11,277,7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838,495 人民币普通股 10,838,495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五矿信托-新时

代恒禧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527,949 人民币普通股 9,527,949

卢秋枫 8,526,638 人民币普通股 8,526,638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9L-FH002沪

8,113,494 人民币普通股 8,113,4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同为本公司的发起人股东。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同为华商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 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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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收票据本报告期末余额169,330万元，较期初减少170,909万元，减幅

50.23%，主要是背书转让支付及到期委托收现。

应收利息本报告期末余额107万元，较期初减少267万元，减幅71.39%，主

要是定期存款到期本息收回。

应收股利本报告期末余额179万元，较期初减少106万元，减幅37.19%，主

要是被投资企业实施分红股利收回。

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末余额37,010万元，较期初增加14,405万元，增幅

63.72%，主要是公司及所属单位参与项目投标支付的投标保证金尚未收回。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12,548万元， 较期初增加5,469万元， 增幅

77.26%，主要是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融资租赁款转入。

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余额80,486万元，较期初增加76,707万元，增幅

2,029.82%，主要是公司为增厚资金收益，使用暂时闲置的资金投资银行理财

产品。

工程物资本报告期末余额14万元，较期初减少73万元，减幅83.91%，主要

是在建项目领用存量物资。

应交税费本报告期末余额27,619万元， 较期初减少12,858万元， 减幅

31.77%，主要是支付各项税费所致。

应付股利本报告期末余额398万元，较期初减少650万元，减幅62.02%，主

要是所属子企业支付其他股东股利分红。

长期借款本报告期末余额43,428万元， 较期初增加15,965万元， 增幅

58.13%，主要是收到集团公司以委托贷款方式拨付的国家实验室建设经费。

专项应付款本报告期末余额462万元，较期初减少565万元，减幅55.01%，

主要是项目完工结题转出。

资本公积本报告期末余额381,278万元，较期初增加176,770万元，增幅

86.44%，主要是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形成。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本报告期-1,24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

少2,293万元，主要是由于被投资企业西南煤机经营亏损所致。

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10,268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4,566万元， 减幅

30.78%，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及所属各单位确认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较上年有

所减少。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5,36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净流入2,885万元，增幅

116.42%，主要是报告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多以票据支付。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95,38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净流出61,793万元，主

要是报告期利用暂时闲置的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入140,23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75,516万元，主要

是报告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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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与股改相关的承诺：

2006年本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时，原控股股东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承诺：

“以本公司为唯一的资本运作平台，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适时注入其他优质

资产。 ”

履行情况：2008年因控股股东变更为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煤

炭科工集团表示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2014年初，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承诺在政策

允许的基础上，2年内履行承诺。2014年6月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启动了与本公司

有关的重大资产重组， 即本公司向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中

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

司100%股权及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该重组事宜已于2015年1月份全部完成。

（二）与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承诺：

1、关于标的公司部分房产房屋产权所有证

标的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部分房产正在办理产权证书的情形，中国

煤炭科工集团承诺：确认上述房产均不存在权属争议及潜在纠纷，如因该等房

产未完成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办理而导致天地科技遭受任何损失的，中国煤炭

科工均负责赔偿，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天地科技因该等事项承担任何民事、

行政及刑事责任而引起的全部经济损失。

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标的公司西安研究院已经取得了坐落在西安市

碑林区雁塔北路52号房产的房产证。 标的公司重庆研究院以及北京华宇的房

产证正在积极办理中。

2、关于标的公司部分经营资质证书更名或续期

标的公司尚有部分经营资质证书正在办理更名和续期手续， 中国煤炭科

工集团承诺： 如因上述资质未完成更名或续期的原因导致标的公司或其下属

公司不能从事某项业务、 被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以行政处罚或遭受任何其他

损失的，相关损失均由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负责赔偿，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天

地科技因该等事项承担任何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而引起的全部经济损失。

履行情况：截止本公告日，标的公司的相关证照均完成更名或过户手续。

3、关于避免及解决同业竞争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承诺：（1）将持续在投资、资本运作等方面优先支持天

地科技，协助其做大做强主营业务。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将以天地科技为唯一的

资本运作平台，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适时注入其他优质资产。（2）本次交易完

成后， 对于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所控制的与天地科技从事相同或类似业务的有

关下属企业，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将积极督促其提高盈利能力，整改、规范所存

在的法律问题，使其尽快具备注入天地科技的条件，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五年

内按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上市公司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通过合法方式逐步将该等企业股权或有关资产注入天地科技；同时，天

地科技也有权随时视其需要向本公司提出收购该等企业的股权或有关资产，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将积极配合。（3）本次交易完成满五年，如有关企业经积极

运营、规范或整改后，盈利能力未能有所改善，届时由天地科技决定是否受让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所持有的该等公司股权。 如天地科技拟放弃受让该等公司

股权且同意托管，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将依法将持有的该等公司股权全部委托

天地科技管理，直到其盈利能力有所改善后立即注入天地科技；如天地科技拟

放弃受让该等公司股权且不同意托管，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承诺将采取转让该

等公司控制权、 清算关闭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或天地科技股东大会

批准的其他方式予以解决，消除可能存在的同业竞争，从而保障天地科技的利

益。 （4）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天地科技及其下属企业除

外）将积极避免新增同业竞争，不直接或间接新增与天地科技主营业务相同、

相似并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 凡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或所控制的其

他企业（天地科技及其下属企业除外）获得与天地科技主营业务相同、相似并

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新业务机会， 应将该新业务机会优先提供给天地

科技。 如天地科技决定放弃该等新业务机会， 本公司方可自行经营有关新业

务， 但天地科技随时有权要求收购该等新业务中的任何股权、 资产及其他权

益。 如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拟出售该等新业务中的任何股权、 资产及其他权益

的，天地科技享有优先购买权。

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本公司已公告拟收购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所持煤炭科学技术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以及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司，目前，相关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

4、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1）在作为天地科技股东期间，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天地科技的公司章程、关

联交易制度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天地科技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及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天地科技之间将

尽可能减少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发生。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

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天地科技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制度的有关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确保交易价格公允，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天地科技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在作为天地

科技控股股东期间， 本公司保证不利用控制地位和关联关系损害天地科技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履行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情

形。

5、关于盈利预测及补偿

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否则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应按照协议约定对天地科技予以股份补偿。 如本次交易在

2014年度内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则盈利预测承诺期为2014年度、2015年度

和2016年度；但如本次交易在2015年度内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则盈利预测承

诺期为2015年度、2016年度和2017年度；如在2015年内仍无法完成标的资产

的交割的，双方将另行签订协议就顺延盈利预测承诺期事宜进行明确约定。

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如标的公司运用募集资金所投资项目对当年标的

公司业绩损益产生影响且能单独核算，则在对标的公司各年承诺业绩进行考

核时将剔除所投资项目对标的公司损益造成的影响；如在后续生产经营中，标

的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损益金额无法进行准确合理的拆分，则在对

标的公司各年承诺业绩进行考核时根据当年募集资金使用金额，按照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计算的资金成本（影响当年损益的部分）对当年实现业绩进行相

应调整。

履行情况： 三家标的公司均已在2014年度内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产权过

户手续，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盈利预测期为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

年度。 三家标的公司2014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均已完成承诺净利润数。

6、关于认购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承诺：其以资产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履行情况：中国煤炭科工集团认购的股份已于2015年1月5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托管手续，锁定期为3年。

7、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承诺：将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促使天地科技在人员、资

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持续保持其独立性。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中国煤炭科工集团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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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金华

日期 2015-10-27

证券代码：

600582

证券简称：天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15-043

号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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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

日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上午在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青年沟东路5号天

地大厦600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

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公司董事长王金华主持会议，全体董事经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通过《天地科技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正文详见《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同意公司继续向招商银行北京西三环支行申请三亿元人民币、一年期

的免担保综合授信业务。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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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顾利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妙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陶小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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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798,759.16 2,333,777,197.33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15,852,813.60 1,425,650,190.65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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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502,192.97 21,797,896.10 2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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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893,354.87 1,035,975,007.47 -2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1,622,442.10 96,777,426.87 4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8,443,795.74 71,098,699.87 66.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59 6.92 增加2.6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5 0.24 45.8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5 0.24 4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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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110.51 2,195,3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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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4,419.16 9,030,937.1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586,224.97 12,415,45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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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57.47 758,3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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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0,6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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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369.92 -3,036,140.8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717,865.42 -2,988,352.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56,116.83 -87,554.51

合计 7,270,538.92 23,178,64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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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1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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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沈培今 60,832,387 1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34,000,000 8.38 0 质押 34,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德清丰华投资有限

公司

20,300,000 5.0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虞军 19,570,000 4.8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陆利斌 18,000,000 4.4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莘 14,498,851 3.5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周文彬 6,597,457 1.6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侯庆虎 2,942,100 0.73 0 未知 境外自然人

郭婷 2,850,032 0.70 0 未知 境外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诺

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2,405,402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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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培今 60,832,387 人民币普通股 60,832,387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3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0

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 20,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00,000

虞军 19,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70,000

陆利斌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杨莘 14,498,851 人民币普通股 14,498,851

周文彬 6,597,457 人民币普通股 6,597,457

侯庆虎 2,9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2,100

郭婷 2,850,032 人民币普通股 2,850,032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2,405,402 人民币普通股 2,405,4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沈培今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第二大股

东；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为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即升华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持有德清丰华投资有限公司 50%的股权。 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沈

培今、虞军、陆利斌、周文彬各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并非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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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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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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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88,612,260.01 101,479,952.22 184.40%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青岛易邦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分红款及部分投资款

项所致

预付款项 9,476,376.25 28,146,181.57 -66.33% 主要系公司期末预付款项减少所致

应收利息 262,500.00 607,945.20 -56.82%

主要系公司期末计提理财产品利息

减少所致

应收股利 57,000,000.00 106,400,000.00 -46.43%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到青岛易邦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分红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7,094,404.19 103,352,362.97 -93.14%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回委托贷款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28,363,449.00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新增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75,571,574.94 429,901,735.07 33.88%

主要系公司本期确认联营企业青岛

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及财通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34,513,677.54 21,851,872.11 57.94%

主要系公司本期出租杭州天际大厦

房产所致

在建工程 14,042,914.36 36,328,120.57 -61.34%

主要系公司本期部分在建工程完工

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117,000,000.00 174,636,920.00 -33.00% 主要系公司本期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190,096,796.00 129,995,922.00 46.23%

主要系公司期末未到期应付票据增

加所致

应付账款 88,643,844.98 154,739,517.65 -42.71%

主要系公司期末未到期货款减少，以

及公司本期处置原控股子公司宁夏

格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预收款项 9,138,551.84 23,444,901.44 -61.02% 主要系公司期末预收款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6,124,894.87 10,373,814.53 -40.96% 主要系本期支付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应付股利 101,387,312.00 -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7,912,936.41 -2,681,981.1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0,798,155.86 24,014,985.25 -55.04%

主要系本期处置原控股子公司宁夏

格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股权致使少

数股东权益减少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779,893,354.87 1,035,975,007.47 -24.72%

主要系公司部分农药销售收入减少

及公司转让原控股子公司宁夏格瑞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股权，宁夏格瑞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自2015年4月30日

起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所致

营业成本 666,785,970.04 899,985,954.58 -25.91%

主要系公司部分农药销售收入减少

及公司转让原控股子公司宁夏格瑞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股权，宁夏格瑞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自2015年4月30日

起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4,562,479.22 10,482,774.41 38.92%

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73,028,418.18 105,058,018.51 64.70%

主要系公司本期联营企业青岛易邦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及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所得税费用 633,756.22 3,870,264.09 -83.62%

主要系公司当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141,622,442.10 96,777,426.87 46.34%

主要系公司联营企业青岛易邦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502,192.97 21,797,896.10 209.67%

主要系公司本期采购结算使用承兑

汇票比例增加，致使购买商品支付的

现金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3,604,890.69 -116,276,046.70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收回部分投资，以及

收到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分

红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2,233,849.36 -19,648,371.1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本期新增银行贷款减少，

以及支付股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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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5年3月25日，公司筹划重大事项，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发布《浙江升华

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进行停牌。

2015年4月8日，公司明确重大事项为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该事项可能涉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公司对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方式等进行论证，并与部分交易对手就具体交易方案进行商业谈判等，

组织中介机构进行初步尽调，2015年4月8日公司发布《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对该事项进行披露。

2015年4月16日，公司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为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25亿元，拟用于项目投

资及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开始对募投项目可行性进行分析，并与交易对手就募

投项目部分合作项目进行商业谈判，同时与发行对象进行谈判，就总体方案达成初步共识。

2015年4月16日公司发布《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延期复牌

公告》。

2015年5月6日，公司募投方案初步定为拟以募集资金投资农业互联网金融市场，拟与我国供销系统

国有龙头企业合作，以互联网为基础，开展农业信贷、租赁及其他相关金融服务，公司拟设立或收购电子

商务公司、第三方支付公司及其他金融增值服务资产。

2015年5月6日公司发布《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暨延

期复牌公告》，对募投项目初步方案进行了公告。此后，直至2015年7月9日，公司每周发布《浙江升华拜克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公告》，对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持续进行了披露。

2015年7月16日，公司通过市场调研、与中介机构进行讨论了解初步尽调情况，对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后，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事项后，并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7月16日公司发布《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暨

拟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提示性公告》，对非公开发行事项进展进行了披露。

2015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2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动涉及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同时，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5年8月21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1日起继续停牌。

2015年9月19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21日起继续停牌不超

过1个月。

2015年10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排》的通知，公司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文件后，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目前，相关事项仍处于

审核过程中，公司股票于2015年10月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事后审核意见，且公

司予以回复后另行披露停复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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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沈培今严格履行如下承诺：沈培今作为升华拜克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期间保证升华拜克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拥有独立的采购、生产、销售体系，拥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拥有独立

法人地位，继续保持管理机构、资产、人员、生产经营、财务等独立或完整。 本人承诺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

何与升华拜克及其下属子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升华拜

克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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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上升50%以

上。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290.53万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主要系公司联营企业青岛易

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净利润增加所致。 其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资产管理

规模同比上升，营业收入、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青岛易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继续加强高端产品市场推

广，集团客户占有率进一步提高，营业收入、净利润预计同比增加。

公司名称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顾利荣

日期 2015-10-27

股票代码：

600226

股票简称：升华拜克 编号：

2015-094

债券代码：

122254

债券简称：

12

拜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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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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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7

月22日起停牌。2015年8月21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1日起

继续停牌。 2015年9月19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21日起继续

停牌不超过1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5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并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实施过渡期后的后续监管安

排》的通知等相关文件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 目前，

相关事项仍处于审核过程中，公司股票于2015年10月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事

后审核意见，且公司予以回复后另行披露停复牌事项。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26

公司简称：升华拜克

公司代码：

600582

公司简称：天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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