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146

■ 2015年10月28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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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林秀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志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黄智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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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5,698,810.09 17,016,631,715.20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040,161,773.01 11,319,486,268.30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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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2,300,171.25 194,246,126.63 6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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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1,521,260.60 3,478,038,949.67 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46,658,409.71 1,049,710,264.31 3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7,231,944.60 827,479,683.25 30.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1 10.12 增加1.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44 36.3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44 36.36

目前，公司募投项目厦门三安光电有限公司购置的MOCVD设备已到40台腔（（折算

成2英寸54片机，相当于80台），报告期内，实际贡献有效产能的设备约4台腔，剩余设备产

能随着调试逐步加快，将在未来得到释放，并体现经营效益。 另，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三

安集成电路有限公司预计将在11月送样给客户验证，后期将逐步释放产能。

公司主要从事Ⅲ-Ⅴ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的研究与应用，着重以碳化硅、砷化镓、氮化

镓、蓝宝石等半导体新材料所涉及主业做大做强。 LED业务随着技术迅速发展，成本快速

下降，发展到现阶段，产业整合速度明显加快，集中度将进一步提高。 基于公司整体业务现

状，在保证公司核心利益并完成公司年度经营计划的同时，为达到公司近期的规划目标，实

现公司战略布局，公司将主动进行策略调整，为公司后续快速发展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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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324.20 -1,309,0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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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631,493.04 520,314,0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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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871.46 1,499,700.3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50,426,641.13 -111,681,144.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100.16 -39,397,100.45

合计 174,751,299.01 369,426,46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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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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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增减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1,702,899,487.60 3,481,247,728.38 -51.08%

预付款项 2,071,071,158.49 1,296,751,279.27 59.71%

应收利息 5,772,537.39 11,149,581.90 -48.2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8,403,244.09 433,313,979.90 -58.83%

在建工程 1,812,567,698.38 1,131,588,858.15 60.18%

工程物资 2,134,119.64 933,521.14 128.61%

开发支出 329,454,465.98 144,016,337.74 128.76%

应付账款 716,423,291.11 392,457,569.28 82.55%

预收款项 24,284,822.49 18,408,337.76 31.92%

应付职工薪酬 30,337,394.29 20,643,120.15 46.96%

应交税费 114,262,896.08 351,080,141.41 -67.45%

应付利息 2,323,468.15 1,755,443.75 32.36%

其他应付款 19,451,983.29 9,938,831.47 95.7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10,952,910.00 804,032,111.47 -48.89%

其他综合收益 -248,818,220.32 -1,452,291.92 -17032.80%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主要系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使用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厦门三安LED产业化项目、厦门集成电

路预付设备款和工程款增加所致；

3、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主要系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主要系晶元光电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厦门三安LED产业化项目、厦门集成电

路项目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6、工程物资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工程用专用材料增加所致；

7、开发支出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主要系新产品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8、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应付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9、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主要系预收货款货后交易增加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员工增加所致；

11、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主要系未抵扣增值税大幅增加所致；

12、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主要系计提的银行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13、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主要系对外资金往来大幅增加所致；

1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主要系归还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15、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主要系晶元光电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科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动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479,603.83 10,954,627.92 159.98%

财务费用 35,658,064.39 105,702,188.94 -66.27%

资产减值损失 10,015,455.91 1,167,224.03 758.06%

投资收益 2,737,189.26 -4,284,279.82 163.89%

营业外收入 522,607,687.28 277,798,412.04 88.12%

营业外支出 2,102,977.66 12,201,958.32 -82.77%

1、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入增长导致应缴纳税费

计缴基数增加；

2、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减少、外币汇兑损

益影响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报告期末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4、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联营企业净利润发生变化所致；

5、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科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动比例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833,240,412.29 2,147,157,433.28 31.95%

收到的税费返还 20,146,465.43 99,723,564.32 -79.80%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58,788,102.99 128,708,061.30 256.4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768,000.00 75,424,400.00 -67.1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229,180,864.59 985,005,963.03 126.31%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87,500,000.00 3,327,099,983.11 -97.37%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43,995,400.00 2,003,150,000.00 -67.85%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及货款回笼

增加所致；

2、收到的税费返还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3、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贴增加所致；

4、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报告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报告

期项目前期建设投入大幅增加所致；

6、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项目募集资金所致；

7、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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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决定向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林秀成先生控制

的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3,522万股股

份，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90,000万元，依次用于厦门光电产业化（二期）项目和通讯微电

子器件（一期）项目(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4次会议、第17次会议决议和公司2015年第一次、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决议及股东大会授权实施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调整发行底价和发行数量，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事项确定为：决定不低于22.10元/股向符合证监会规定的不超

过10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15,882.35万股（含15,882.3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351,000万元，投入厦门光电产业化（二期）项目和通讯微电子器件（一期）项目(该事

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11日、2015年4月28日、2015年6月2日、2015年6月19日、

2015年6月27日公告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目前，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

7月1日召开的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核准正式文件已收到，公司董事会将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协商择机启动发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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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28日实施完成了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新建产线事

项。 其中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了15,137,614股，占非公开发行股票总

数的10%。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本次认购的

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目前，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处于限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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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秀成

日期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5-063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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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上午9点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秀成先生主持，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和全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1.8亿元增资芜湖安瑞光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 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5-06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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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上午10点30分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已于2015年10月17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由监事会主席方崇品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和全文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和《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的有关要求，我们对公司编制的2015年第

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各项规定,能客

观公正、 真实可靠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

实、完整，并承诺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 未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

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703

股票简称：三安光电 编号：临

2015-065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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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芜湖安瑞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安瑞” ）,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

●投资金额:�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1.80亿元对芜湖安瑞进行增资。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芜湖安瑞业务发展迅速，生产的汽车灯业务已获得多款汽车厂商认证通过，并且潜在

客户（处于认证期）市场需求很大。 为保证芜湖安瑞业务的正常拓展，尽快占领市场，经公

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以自有货币资金1.80亿元人民币对芜湖安瑞增资，增资后的芜湖安瑞

注册资本为2.60亿元。

公司此次对芜湖安瑞增资事项已经公司2015年10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不涉及关联交

易。

二、对外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全资子公司名称：芜湖安瑞光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万元；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凤鸣湖北路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LED封装、LED应用，汽车照明灯具，后视镜，锁具，清洗器，其他应用领域各

种相关零部件等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及相关服务，汽车电子、金属件、注塑件、橡胶件、包

装物、模具的设计、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给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和禁止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芜湖安瑞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是根据其业务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规划进行

合理布局，有利于芜湖安瑞业务迅速发展，扩大市占率，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四、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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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勇 独立董事 原因工作 张纯

童恺 董事 原因工作 谢文坚

1.3� �公司负责人谢文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文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黄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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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8,369,371.84 5,533,633,656.92 1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346,577,496.82 3,804,904,626.49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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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937,757.08 899,948,047.78 -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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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7,561,352.08 4,168,265,729.09 10.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90,438,921.28 728,097,772.06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60,751,080.33 719,283,683.42 5.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41 21.67 减少2.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18 1.08 9.2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18 1.08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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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23,602.36 8,135,0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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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7,749.25 21,453,4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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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958.53 626,092.5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

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934,419.33 -526,742.5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合计 10,877,890.81 29,687,8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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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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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数/本期数 期初数/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670,661,607.74 2,633,560,561.48 -36.56 主要为本期增加理财投入所致

应收票据 48,857,212.82 12,663,861.80 285.80 销售旺季新增票据未到期

应收账款 838,064,080.52 530,098,698.44 58.10 销售旺季新增账期内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175,893,858.25 21,201,490.51 729.63 主要为青浦基地迁建项目预付款

其他应收款 45,739,232.80 24,957,170.74 83.27

主要为计提定期存款利息增加及支

付各类保证金所致

存货 703,293,294.43 524,448,318.06 34.10 主要为特定产品储备增加所致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资

产

732,957,396.09 -

对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

让条件满足，账面金额结转持有待

售

其他流动资产 1,334,196,534.26 516,295,593.34 158.42 一年内到期的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3,000,000.00 64,500,000.00 44.19

所持有的国泰君安股份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15,560,201.05 703,752,772.44 -83.58

对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的股权转

让条件满足，账面金额结转持有待

售

在建工程 84,446,275.33 28,548,849.52 195.80 主要为青浦基地迁建项目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09,390,000.00 -

手续尚未办结的青浦基地迁建项目

用地以及超过一年的定期存款

应付账款 667,358,433.35 495,068,514.02 34.80 采购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1,367,760.00 14,300,820.00 -90.44 限制性股票股利于本期解锁支付

递延收益 337,132,321.97 75,884,331.89 344.27 主要为本期获得拆迁补偿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88,552,460.83 54,605,298.76 62.17

主要为天江股权持有转让计提递延

所得税负债所致

库存股 45,796,225.00 125,831,880.00 -63.61

2012年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于

本期解锁及2015年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新增

其他综合收益 34,893,129.96 1,764,554.80 1,877.45

主要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 301,834.08 -100.00 非全资子公司于本期注销

财务费用 -37,303,243.57 -17,433,615.38 113.97 本期利息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4,968,562.37 17,201,522.67 45.15 主要是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0,166,614.05 11,990,259.92 151.59 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058.49 9,739,802.55 -99.99 主要是处置非全资子公司股权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33,128,575.16 7,528,320.35 340.05

主要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473,911,479.46 299,475,926.80 58.25 本期薪金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12,046,660.30 423,500,000.00 209.81 两期均为收回理财本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17,125,733.48 29,223,439.06 -41.40

主要为上期收到参股企业分红款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14,177,440.85 1,527,157.81 828.35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收入增加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11,395,453.51 4,369,223.17 160.81

两期均为处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净

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367,809,450.00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青浦基地迁建项

目补偿款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443,441,363.87 74,120,334.99 498.27

主要为本期青浦基地迁建项目投入

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869,080,100.00 264,734,805.74 983.76

主要是本期银行理财产品投入及6

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20,940,000.00 本期支付土地保证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1,642,600.00 本期收到的限制性股票本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6,229,905.00 16,279,869.87 -61.73

本期主要为回购股份支付的现金，

上期主要为被处置子公司的货币资

金期末余额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78,867.06 -8,576.65 -2,185.51 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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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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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五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及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

以人民币233,033.57� 万元向中国中药有限公司出售本公司持有的江阴天江

药业有限公司23.8378%的股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收到股权转让款人民

币1,905,492,685.00元，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仍

在办理中。 根据交易协议，待上述手续完成后，中国中药有限公司将向公司支

付余款。 若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在第四季度办理

完成， 预计公司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幅将超过

150%。

公司名称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文坚

日期 2015月10月28日

股票简称：上海家化 股票代码：

600315

编号：临

2015-053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

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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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五届二十三次董事会、 五届十次监事会、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现根据有关规定将该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5年10月26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了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

有人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谢文坚先生召集，本次会议应出席1090人，实际

出席953人,符合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

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设立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对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会议负责，是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监督管理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951人，占出席持有人会议人数的99.79%；反对0人；弃权2

人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组成人选：

管理委员会主任：首席人力资源官朱黎

管理委员会委员：董秘办曾巍、人力资源部马俊敏

表决结果：同意950人，占出席持有人会议人数的99.69%；反对0人；弃权3

人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持有人会议授权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

员会办理以下事宜：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与资产管理机构对接工作；

（4）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5）处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归属申请；

（6）处理员工持有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7）决策员工持股计划无法归属份额的处理；

（8）代表持股计划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或者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股东

权利；

（9）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表决结果：同意950人，占出席持有人会议人数的99.69%；反对0人；弃权3

人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703

公司简称：三安光电

公司代码：

600315

公司简称：上海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