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0863

公司简称：内蒙华电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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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并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高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乌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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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52,518,646.52 38,773,203,918.23 38,773,203,918.23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0,564,523,311.28 10,637,873,512.78 10,637,873,5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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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646,562,950.46 3,030,096,486.56 2,791,485,193.65 -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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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8,857,677,987.58 10,533,462,461.08 9,164,160,290.37 -1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29,432,564.94 1,433,352,786.57 1,305,936,359.99 -3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31,645,832.10 1,314,994,437.04 1,314,994,437.04 -29.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63 11.29 11.74

减少2.66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5 0.22 -35.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25 0.22 -35.16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

2014年12月初，公司完成了收购北方公司持有的蒙达公司43%股权与丰镇发电厂#5、

#6机组。 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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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7－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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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8,595.71 6,404,0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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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74.71 -10,073,803.5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92,783.37 -323,663.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6,230.23 1,780,175.85

合计 1,363,256.82 -2,213,2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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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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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3,289,093,203 56.63 未知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3,652,739 2.99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2,504,600 0.73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000,000 0.52 未知 未知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0.34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0.27 未知 未知

邹 晴 15,000,000 0.26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

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840,177 0.19 未知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528,900 0.18 未知 未知

(台湾)－自有资金

南京景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9,660,847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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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3,289,093,203 人民币普通股 3,289,093,20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3,652,739 人民币普通股 173,652,739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2,50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2,504,6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9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11,000

邹 晴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

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840,177 人民币普通股 10,840,17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52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28,900

(台湾)－自有资金

南京景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9,660,847 人民币普通股 9,660,8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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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股利为3.60亿元，上年末为0，主要原因是公司部分参股企业股东

会已批准其利润分配方案，但红利尚未支付。

应付股利为4.96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5%，主要原因是公司部分控股公司本期分红尚

未支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为12.56亿元，比上年末降低48.41%，主要原因是到期偿还所

致。

其他流动负债为4.5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382.92%，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单位按照权责

发生制计提排污费、大小修理费等且尚未支付所致。

应付债券为22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0%，主要原因是公司新增12亿元私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为3.69亿元，比上年末减少33.05%，主要原因是长期应付款转入一年内到

期的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报告期，公司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1.21亿元，同比降低80.51%；公司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3.26亿元，同比降低66.11%；公司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0，同比降低

100.00%；公司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0，同比降低100.00%；上述现金流量表项目主要变

动原因为2014年12月1日完成收购丰镇电厂追溯调整所致。

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完成88.58亿元，同比下降15.91%，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1.受宏观经济以及区域内新投产装机影响，公司完成售电量311.71亿千瓦时，同比降低11.00%；

2.�公司2015年1-9月平均售电单价实现268.39元/千千瓦时（不含税），同比降低4.01%。 变动原因

主要为2014年9月、2015年4月国家两次对燃煤电厂的电价调整所致；

3.受煤炭市场不景气影响，公司完成煤炭销量3,269,771.65吨，同比降低19%；煤炭售价117.83元/

吨，同比降低26.93%。

报告期，公司发电成本完成61.52亿元，同比降低11.93%，主要原因为：

1.公司完成发电量338.38亿千瓦时，同比降低11.31%，电量下降导致煤炭消耗降低；

2.发电标煤单价完成280.84元/吨，同比降低12.75%，导致燃料成本降低；

3.材料费和排污费等费用也同比降低。

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完成6.99亿元，同比降低5.67%，减少4,206.94万元；投资收益完成6.73亿元，

同比降低7.19%，减少5,216.79万元。

以上原因综合影响公司利润总额减少7.37亿元，同比减少28.51%；影响净利润减少6.46亿元，同比减

少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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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电力体制改革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2015年3月15日 中发[2015]9号文）、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内蒙古西部电网输配电价改革试点方案

的批复》（2015年6月9日 发改价格 〔2015〕1344号）， 内蒙古西部电网列入国家电力体制改革试点。

2015年9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关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电网2015年-2017年输配电价的批复》

（发改价格[2015]2200号），标志着内蒙古电力体制改革进入实施阶段。

上述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为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发展

机遇，预计未来公司面临的竞争形势将进一步加剧。 面对未来激烈的竞争，公司已经并将继续不断采取

措施增强竞争实力，以适应未来电力市场的不断变化。 上半年，公司紧抓内蒙古电力体制改革的有利契

机，与控股股东北方电力于2015年6月25日发起设立了华能内蒙古电力热力销售有限公司，拟开展电力

热力销售、输配等业务。 未来，公司将积极适应蒙西电力市场竞争加剧局面，借助上述输配电价改革的有

利时机，积极拓展大用户直供市场，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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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公司控股股东北方电力根据中国证监会、内蒙古监督局关于解决北方电力与内蒙华电

同业竞争问题的要求，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避免同业竞争，公开作出"将内蒙华电作为北方联合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煤电一体化等业务的最终整合平台；北方电力将根据相关资产状况，逐步制定和实施资产整

合的具体方案，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将相关所属资产在盈利能力以及其他条件成熟时，逐步注入内蒙

华电；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在项目开发、投资、建设等方面优先支持内蒙华电；北方联合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将继续履行之前作出的各项承诺，以支持内蒙华电的持续稳定发展。 "的承诺。

2012年，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北方电力所属北方魏家峁煤电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内

蒙古聚达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纳入本公司， 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公司与北方电力之间的"同业竞争"与关联

交易，部分解决了达拉特电厂的"一厂多制"问题，实现了北方电力的承诺。

2014年12月初，公司再次收购了北方电力所持有的蒙达公司43%股权及丰镇发电厂#5、#6机组，上

述资产收购的完成，解决了公司相关电厂“一厂多制” 问题，践行了控股股东对资本市场的承诺。

鉴于控股股东的上述承诺尚在履行期内，公司将继续督促其在适时、可行条件下继续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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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公司代码：

600533

公司简称：栖霞建设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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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江劲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水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管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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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4,478,912.66 14,637,529,211.17 -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609,229,317.33 3,609,980,784.18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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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813,517.82 697,947,844.81 7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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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9,983,225.90 1,821,191,528.53 13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53,786,853.19 77,410,953.18 9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4,613,526.12 17,604,866.65 778.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4.26 2.12 增加2.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65 0.0737 98.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65 0.0737 98.6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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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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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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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27.96 -1,081,418.0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3,245.78 260,618.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585.07 -5,873.17

合计 -62,097.11 -826,6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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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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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360,850,

600

34.37 0 质押

200,000,

000

其他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33,143,

800

12.68 0 无 0 国有法人

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

公司

15,000,

000

1.43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

均衡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5,000,

000

1.43 0 未知 其他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聚富五号新型结构

化集合资金信托

12,229,

300

1.16 0 未知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汇添富价值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409,800 0.71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5,951,349 0.57 0 未知 其他

陈峰 5,876,700 0.5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开祥 5,247,251 0.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南京栖霞国有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

3,996,000 0.38 0 无 0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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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360,850,6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850,600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133,14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143,800

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

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

富五号新型结构化集合资金

信托

12,22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29,3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7,409,8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9,8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951,349 人民币普通股 5,951,349

陈峰 5,876,700 人民币普通股 5,876,700

杨开祥 5,247,251 人民币普通股 5,247,251

南京栖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3,9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南京栖霞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系南京栖霞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系南京高科新创投资有限公司的控

股股东；其他股东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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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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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较

上期期末变动比

例

货币资金 2,226,901,229.60 16.75% 1,631,915,124.30 11.15% 36.46%

预付款项 164,232,032.18 1.24% 557,236,126.47 3.81% -70.53%

其他应收款 92,885,149.28 0.70% 249,732,411.11 1.71% -62.81%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1,400,597,538.70 10.54% 1,029,423,380.00 7.03% 36.06%

短期借款 0.00 0.00% 220,000,000.00 1.50% -100%

应付票据 157,024,405.81 1.18% 30,175,930.19 0.21% 420.36%

预收款项 2,227,231,829.47 16.75% 2,921,438,781.78 19.96% -23.76%

其他应付款 1,277,155,652.55 9.61% 2,127,665,875.96 14.54% -39.97%

长期借款 1,980,300,000.00 14.90% 2,812,935,884.97 19.22% -29.60%

应付债券 985,625,000.00 7.41% 0.00 0% --

货币资金：项目销售回笼资金增加。

预付账款：本期南京枫情水岸、羊山湖花园工程项目结算，预付账款结转

开发成本。

其他应收款：本期收回海口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退还的部分土地竞买保

证金1.6亿元。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本期认购棕榈园林增发股份、河北银行配股和在二级

市场买入股票。

短期借款：本期偿还到期的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本期应付银行承兑票据增加。

预收款项：本期南京枫情水岸、羊山湖花园等项目竣工结转。

其他应付款：本期归还南京安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保障房代建款。

长期借款：本期偿还到期的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本期发行中期票据。

（2）、利润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增减幅度 增减原因

营业收入 4,359,983,225.90 1,821,191,528.53 139.40% 本期竣工交付的开发项目增加。

营业成本 3,702,609,575.50 1,539,994,425.43 140.43% 本期竣工交付的开发项目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9,155,781.91 138,713,670.11 130.08% 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财务费用 73,288,772.48 27,923,611.44 162.46% 本期借款利息费用化比例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7,620,243.00 -59,840,882.19 -70.55%

本期无锡东方天郡转销存货跌价准

备。

利润总额 201,721,975.36 99,654,929.58 102.42% 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所得税费用 50,871,107.25 22,663,523.60 124.46% 本期利润总额增加。

（3）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1－9月）

增减幅度 增减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3,549,104,336.96 2,378,326,858.09 49.23% 本期项目销售收入增加。

收到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91,605,603.03 583,921,812.70 -84.31%

上期收到南京安居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保障房项目代建款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852,183,809.00 135,826,066.07 527.41%

本期偿付南京安居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保障房项目代建款。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214,813,517.82 697,947,844.81 74.06% 本期项目销售收入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91,675,205.95 -21,118,231.12 不适用

本期认购棕榈园林增发股份、河北

银行配股及在二级市场购入股票投

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258,940.51 -714,182,914.96 不适用 本期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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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月19日，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股票处于连续停牌

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金融类股权。 停牌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

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截至公告日，有关各方仍在对资产重组的

方案及细节进行论证、沟通，并正在组织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

审计、评估等各项工作。

3.3� � 2015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

（1）主要项目开工、竣工情况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名称 权益 占地面积 规划建筑面积

2015年

计划开

工面积

2015年

计划竣工

面积

2015年一

至三季度

开工面积

2015年一

至三季度

竣工面积

截至2015年

三季度末未

开工面积

南京百水芊城二期 100% 11.12 16.16 2.35 0 0 0 2.35

南京枫情水岸 100% 10.47 24.34 0 24.34 0 22.82 0

南京幸福城 100% 66.12 118.63 0 30.78 0 26.58 0

南京羊山湖花园 100% 6.54 15.45 0 8.53 0 8.53 0

南京瑜憬湾 100% 8.75 26.17 0 0 0 0 0

南京合计 103.00 200.75 2.35 63.65 0 57.93 2.35

无锡栖园 70% 11.26

17.88（住宅） 0 5.94 0 0.82 0

6.69（酒店） 0 0 0 0 6.69

无锡栖庭 94.595% 4.49 17.27 8.33 0 0 0 8.33

无锡东方天郡 94.595% 29.51

38.42

（一、二

期）

0 10.67 0 6.31 0

31.72

（三、四

期）

31.72 0 0 0 31.72

无锡合计 45.26 111.98 40.05 16.61 0 7.13 46.74

总合计 148.26 312.73 42.40 80.26 0 65.06 49.09

（2）主要项目销售及结转情况

单位：平方米

项目名称

2015年1-9月合同销

售面积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累

计合同销售面积

2015年1-9月结转

面积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累

计结转面积

南京枫情水岸 46,125.76 159,395.90 116,607.52 116,607.52

南京幸福城 252,651.00 781,897.00 229,813.60 490,937.55

南京羊山湖花园 14,808.18 43,858.65 24,255.87 35,348.50

南京瑜憬湾 24,924.47 37,407.57 0.00 0.00

苏州栖庭 9,511.08 77,151.34 13,921.78 78,725.98

无锡东方天郡 13,564.94 142,256.55 37,926.78 131,898.97

无锡栖园 17,607.68 23,287.20 15,105.00 20,414.01

备注：因政府采购计划调整，南京幸福城保障房项目与政府前期已签订的

部分销售合同终止或购置面积缩减。

3.4�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更名前为南京栖霞建设（集团）公

司]分别于1999年12月、2001年9月向本公司出具《不竞争承诺函》，承诺：该

公司以及该公司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公司和其它受该公司控

制的公司将不直接和间接从事与本公司有竞争的业务；如该公司的参股公司

或该公司附属公司的参股公司从事的业务与本公司有竞争，则该公司或该公

司的附属公司将对此事实施否决权；该公司在房地产开发和经营市场中，除承

接委建项目和原有办公楼的租赁及销售业务外，将不再从事任何房地产开发

和经营业务。

报告期内，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严格履行承诺。

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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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劲松

日期 2015-10-26

证券代码：

600533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2015-049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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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

月22日以电子传递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在南京市龙蟠路9号兴

隆大厦召开，董事会成员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拟参与上海嘉实装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为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拓展业务运作模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400万元人民币参与上海嘉实装饰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

内容详见《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拟参与上海嘉实装饰有限公司增

资扩股的公告》（临2015-050）。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533

证券简称：栖霞建设 编号：临

2015-050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参

与上海嘉实装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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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拓展业务运作模式、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公

司拟参与上海嘉实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实装饰” ）的增资扩股，

计划以自有资金400万元人民币认购嘉实装饰新增的注册资本，价格为人民币

1元/股。

嘉实装饰目前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 章永泉先生持有其100%的股

权。

因业务发展需要，嘉实装饰拟新增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和章

永泉先生将按照每股1元人民币的价格、分别以现金认购400万元和100万元。

增资完成后，嘉实装饰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和章永泉先生持

有嘉实装饰的股权比例分别为40%、60%。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10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

参与上海嘉实装饰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参与嘉实装

饰

增资扩股的事项在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不

涉及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嘉实装饰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0日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129弄7号楼2层2606室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章永泉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建筑

智能化建设工程设计与施工，绿化工程，环境艺术设计，展览展示服务，建筑材

料、装饰装修材料、家具的销售。

2、嘉实装饰由章永泉先生以现金500万元人民币出资设立。

三、共同投资方情况介绍

章永泉先生，中国国籍，住所地：上海长宁区芙蓉江路388弄3号，

持有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70%的股权，为其董事长、实际控制人。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阮美琴，成立日期：1994年12月29日，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江

桥路15号，经营范围：建筑、市政、安装、消防、装潢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

建筑装饰建设工程专项设计，建筑工程咨询服务，建筑构配件制作加工，建筑

材料，装潢材料，钢材批发、零售、代购代销，自有钢管扣件、机械设备的租赁，

建筑工程设计，地基打桩。

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房屋建筑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和建筑装

修装饰工程一级资质，在建筑、安装、园艺景观、装饰设计与施工、建筑设计等

专业领域均有丰富的运作经验。

截止2014年12月31日， 上海嘉实 （集团） 有限公司总资产1,105,848,

155.99元人民币， 净资产413,502,093.04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1,747,091,

054.84元人民币，净利润50,332,236.07元人民币（上述2014年度相关数据经

上海佳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嘉实装饰目前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 章永泉先生持有其100%的股

权。 嘉实装饰拟新增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本公司和章永泉先生将按照每

股1元人民币的价格、分别以现金认购400万元和100万元。 增资完成后，嘉实

装饰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人民币， 本公司和章永泉先生持有嘉实装饰的股

权比例分别为40%、60%。

五、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章永泉先生所控制的上海嘉实（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建筑装修装饰

工程一级资质，嘉实装饰可依托嘉实集团在装修装饰领域积累的技术经验，利

用其成熟的管理、设计、施工团队，尽快完成对市场的培育和业务的拓展。

目前，房地产行业正在面临转折性的变化，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新理念、新

思维和新模式，改变了客户需求和消费习惯，也为家装行业带来了巨大的产业

变革空间。公司参与嘉实装饰的增资扩股事项，可依托嘉实装饰在装饰装修方

面的专业能力，进一步打通住宅产业的上下游，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同时，公司以与嘉实装饰的合作为契机，可加强在装饰服务端和供应链环节的

竞争力，向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家装服务，建立全流程家装定制体系，实现从

客户购房、个性家装到成品房交付的一站式服务，符合公司围绕房地产主业、

在产业链上下游寻求多元化发展的战略。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和应对措施

因经济发展周期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制约，房地产业易产生波动，这

将会对嘉实装饰的业务产生直接影响，加之行业竞争、经营管理、内部风

险控制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均将会对公司的业务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影响。

针对本次投资的风险及不确定性，公司将充分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在规

范参股公司管理制度和流程的同时，加强对其管理运营过程的监督，促其在拓

展业务的同时，不断完善风控机制，以及时发现和降低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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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

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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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

（2015�年修订）》要求，现将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2015�年1-9�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

2015�年1-9�月：公司无新开工面积，上年同期新开工面积19.07� 万平方

米；竣工面积65.06万平方米，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商品房竣工面积38.48万

平方米，较上年同期增长174.66%；保障房竣工面积26.58万平方米，较上年同

期减少 47.71%。 2015年7-9月：公司竣工面积23.94万平方米，其中商品房竣

工面积19.25万平方米，保障房竣工面积4.69万平方米，上年同期无竣工面积。

2015� 年1-9� 月：公司商品房合同销售面积12.86万平方米，较上年同期

增长245.08%； 商品房合同销售金额20.33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333.25%。

2015年7-9月： 公司商品房合同销售面积4.43万平方米， 较上年同期增长

211.69%；商品房合同销售金额7.12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05.84%。

截止2015年9月30日， 公司出租物业的总面积为4.62万平方米。 2015年

1-9月份，公司的租赁收入为2357万元；2015年7-9月份，公司的租赁收入为

560万元。

鉴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经营数据可能与定

期报告披露的经营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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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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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5年8

月19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本公

司股票自8月19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于9月19日发布《重大资产重组

继续停牌公告》，本公司股票自9月21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2015年10

月21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10月21日起

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本公司及有关

各方持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在就方案及细节进行论证、沟通

的同时，正在组织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等各项工作。截至目前，有关各方尚未签订重组框架协议或意向协议，

公司亦尚未与财务顾问签订重组服务协议。

由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

将在停牌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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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

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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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股公司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挂牌新三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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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6日，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 ）接到参股公司上海中城联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

投资” ）的通知，中城投资于 2015�年 10�月 2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简称“新三板” ）正式挂牌，证券简称：中城投资；证券代码：833880；

转让方式：协议转让。

中城投资的总股本为163,630�万股，目前，本公司持有中城投资的股份

数量为3000万股，占其总股本的1.833%。

特此公告。

南京栖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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