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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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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问泽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文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文平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920,105,990.03 1,580,229,382.46 2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84,543,674.70 663,834,207.86 3.1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4,642,131.11 10.84% 435,417,131.69 1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532,748.60 -35.42% 19,790,383.43 2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81,161.92 -30.56% 18,755,747.43 22.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2,073,709.81 -5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8 -33.33% 0.045 -87.8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8 -33.33% 0.045 -87.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10% 3.36% 0.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05,704.57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97,056.4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7,448.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436.23

合计 1,034,636.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2,40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问泽鸿 境内自然人 59.79% 262,600,000 135,300,000 质押 175,264,000

问泽鑫 境内自然人 7.38% 32,400,000 24,300,000 质押 11,89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 6,103,962 0

苏翔 境内自然人 0.52% 2,303,000 0

王清 境内自然人 0.26% 1,149,900 574,950

陈银 境内自然人 0.25% 1,110,000 1,110,000

邵书泉 境内自然人 0.23% 990,000 0

王永伟 境内自然人 0.19% 843,750 843,750

楚敏 境内自然人 0.12% 534,700 0

伊华 境内自然人 0.11% 500,8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问泽鸿 127,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300,000

问泽鑫 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00,0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103,962 人民币普通股 6,103,962

苏翔 2,3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3,000

邵书泉 9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90,000

王清 574,950 人民币普通股 574,950

楚敏 534,700 人民币普通股 534,700

伊华 5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800

德邦基金-浦发银行-德邦基金安

天诚鼎城1号资产管理计划

4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000

伍福 410,9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问泽鸿先生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本公司股东问泽鑫是公司控股股东问泽鸿的哥哥，王清是陈银的姐夫。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股份数构成：问泽鸿增持计划持有2,912,

000股，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持有3,191,962股。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5,208,859.76 73,153,656.15 112.17% 主要为月末收到发放贷款影响

应收票据 12,580,653.62 29,780,877.42 -57.76% 本报告期票据支付增加影响

存货 108,642,757.99 83,572,617.17 30.00% 主要为上市公司存货增加影响

长期应收款 491,869,024.37 328,907,395.32 49.55%

主要为子公司摩恩租赁增加项

目投放款影响

固定资产 420,894,250.60 182,678,355.36 130.40% 本报告期在建工程转固影响

在建工程 4,963,637.71 250,891,046.02 -98.02% 本报告期在建工程转固影响

短期借款 372,000,000.00 244,000,000.00 52.46% 本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影响

应付票据 90,290,000.00 49,990,000.00 80.62%

本报告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增

加影响

预收款项 7,530,374.76 20,424,545.70 -63.13%

主要为本报告期子公司北京亿

力预收款减少影响

应交税费 18,366,949.33 40,092,864.02 -54.19% 本报告期实际支付税金影响

应付利息 2,134,711.52 3,128,008.71 -31.75% 本报告期实际支付利息影响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45,516,600.59 31,582,500.00 44.12%

本报告期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

增加影响

长期借款 188,119,331.67 47,308,000.00 297.65% 本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影响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936,316.60 557,837.42 67.85% 本报告期应交增值税增加影响

财务费用 24,886,362.23 18,094,431.29 37.54%

主要为本报告期利息支出增加

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10,778,419.57 2,707,023.76 298.16%

主要为本报告期计提坏账准备

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21,250.00 -706,500.00 -54.53% 铜期货期末价值变动影响

营业外支出 128,406.44 416,057.39 -69.14% 本报告期上市公司减少影响

利润总额 29,883,558.50 20,773,706.42 43.85%

主要为本报告期增加子公司北

京亿力及摩恩租赁利润增加影

响

所得税费用 6,597,899.00 4,233,178.32 55.86%

本报告期计提所得税费用增加

影响

净利润 23,285,659.50 16,540,528.10 40.78%

本报告期增加子公司北京亿力

及摩恩租赁利润增加影响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073,709.81 -40,266,586.47 54.16%

主要为本报告期子公司摩恩商

业保理项目投放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733.67 -56,153,113.76 本报告期对外投资减少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4,095,179.75 97,136,988.32 48.34% 主要为本报告期借款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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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披露了公司拟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并于

2015年6月19日披露了创业投资基金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目前该基金公司运营良好，主要以投资新三

板项目为主。

2、公司经于2015年8月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5年8月21日召开的201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目前该员工持股计划正在实施过程中,截止2015年9月30日已在二级市场上购买了3,191,962股。

3、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通过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宜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12月31日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5年1月21日召开的201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事宜。 因近期市场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公司综合考虑各因

素，经与其他各方深入沟通和探讨，认为目前融资和行业环境不适合此事宜，所以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的公告

2015年05月12日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15-035公告

2015年06月19日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15-043公告

2015年度员工持股计划

2015年08月06日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15-060公告

2015年08月22日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15-062公告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公告 2015年09月29日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2015-074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发行前股东、担

任公司董事、监

事或高级管理

人员的股东、公

司控股股东

股份锁定承诺：担任公司董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 5�名股东：问泽

鸿、问泽鑫、王清、王永伟、陈银

同时承诺：在本人担任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将向公

司申报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于股

份限售期结束后）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半

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在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

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

分之五十。

2010年07月

20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问泽鸿

购买股份承诺：自 2015�年 7�月

9�日起的六个月内，在符合中国

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

定的前提下，通过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

式购买本公司 A�股股份，增持金

额不低于人民币 3,000�万元。

2015年07月

08日

2015年7月9日

至2016年1月9

日

正在履行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不减持股份承诺：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未来

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2015年07月

10日

2015年7月10

日至2016年1

月10日

正在履行

“摩恩共赢一

号”员工持股计

划认购人

“摩恩共赢一号”员工持股计划

承诺：股东大会通过本员工持股

计划后6个月内，完成摩恩电气

股票购买。“摩恩共赢一号”所

获摩恩电气股票的锁定期为12

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买入

的标的股票过户至“摩恩共赢一

号”名下之日起计算。

2015年08月

22日

2015年8月22

日起半年内完

成购买；自公

司公告最后一

笔摩恩电气股

票过户至“摩

恩共赢一号”

名下时起计算

锁定期12个

月。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00% 至 3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2,650 至 3,4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641.8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绩受宏观环境影响，但融资租赁业务和新能源业务收入稳步增长

促进公司利润较上年有一定上涨空间。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问泽鑫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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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肇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廖运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廖

运和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725,529,427.61 2,646,097,638.31 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98,031,369.07 2,172,997,618.31 5.7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4,167,775.52 74.60% 1,155,321,817.04 8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908,133.55 -54.87% -1,002,007.64 -10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106,931.24 -49.82% 1,529,486.78 -88.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2,537,653.37 -511.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8 -55.24% -0.0014 -108.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7 -54.80% -0.0014 -109.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9% -0.57% -0.04% -0.5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9,009.5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05,696.65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3,416,730.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5,149.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0,587.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6,889.05

合计 -2,531,494.42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4,21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JHL�INFINITE�

LLC

境外法人 34.69% 247,104,000

LIU,�JEFFREY�

ZHAOHUAI

境外自然人 33.97% 241,956,000 181,467,000

刘肇胤 境内自然人 2.17% 15,444,000

新余市品冠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10,296,000

李文德 境内自然人 1.29% 9,201,280 9,201,280

王春飞 境内自然人 0.51% 3,660,030

陈昌芬 境内自然人 0.48% 3,421,000

陈正忠 境内自然人 0.45% 3,214,900

中山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转融通担

保证券明细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4% 3,135,600

潘闻君 境内自然人 0.44% 3,119,078 3,119,07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JHL�INFINITE�LLC 247,1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104,000

LIU,�JEFFREY�ZHAOHUAI 60,4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489,000

刘肇胤 15,4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44,000

新余市品冠投资有限公司 10,2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96,000

王春飞 3,660,030 人民币普通股 3,660,030

陈昌芬 3,42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1,000

陈正忠 3,214,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4,900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转融通担保

证券明细账户

3,135,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5,600

许杰非 2,465,342 人民币普通股 2,465,34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8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4,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10名股东中，JHL�INFINITE�LLC为刘肇怀控股的企业，其中刘肇怀先生持有

JHL�INFINITE�LLC�30%股权和JHL�INFINITE�LLC�100%的投票权,JZ�LIU�家族

信托（#D）持有50%�JHL�INFINITE�LLC的股份,该信托的最终受益人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刘肇怀先生的后裔。 JZ�LIU�家庭信托（#1）持有20%�JHL�INFINITE�LLC

的股份，该信托的最终受益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肇怀先生的后裔和刘肇怀先生

的妹妹刘爱平女士及其配偶张衍锋先生（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新余市品

冠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刘祯祥、刘恺祥与刘肇怀为叔侄关系；刘肇胤与刘肇怀为兄弟

关系。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2014年10月修订）》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

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

期末余额/本期发生

额

年初余额/上期发

生额

变动% 说明

预付款项 31,565,192.02 21,601,032.41 46%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预付款较多所致

应收利息 96,899.59 11,978,686.74 -99% 主要是理财到期理财金额减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35,900,285.82 25,339,564.17 42%

主要是增加合并范围和对外支付的保证金较多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194,908,904.52 524,653,816.41 -63% 主要是跨期理财金额减少所致

长期应收款 27,242,147.81 - 100% 主要是增加合并范围藏愚金额所致

在建工程 39,620,036.05 15,292,624.66 159% 主要是本期坪山厂房按进度建设所致

无形资产 232,319,473.63 173,798,748.82 34% 主要是本期购买观澜土地使用权所致

商誉 777,692,675.12 596,635,860.05 30.3% 主要是本期购买藏愚公司增加商誉所致

短期借款 40,037,033.39 66,218,540.60 -40% 主要是本期归还部分借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0,812,634.90 76,106,412.36 -33% 主要是本期发放年终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3,903,370.70 20,544,951.35 -81% 主要是本期支付较多税金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

债

14,295,251.60 9,816,010.95 46% 主要是增加合并范围藏愚金额所致

股本 712,221,010.00 464,096,260.00 53%

主要是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6,602,158.20 -28,575,942.28 158% 主要是本期美元兑人民币升值较多所致

未分配利润 91,890,253.43 139,333,969.07 -34% 主要是本期分红所致

营业收入 1,155,321,817.04 612,345,274.02 89% 主要是本期合并范围增加Swann和藏愚所致

营业成本 670,735,503.36 295,778,189.24 127% 主要是本期合并范围增加Swann和藏愚所致

销售费用 217,751,247.58 158,338,774.09 38% 主要是本期合并范围增加Swann和藏愚所致

管理费用 234,081,093.69 174,876,068.13 34% 主要是本期合并范围增加Swann和藏愚所致

财务费用 11,452,648.51 -209,659.94 5562% 主要是本期合并范围及澳元等外币资产贬值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831,316.07 3,870,935.59 180% 主要是本期计提存货和应收账款较多所致

投资收益 12,028,794.63 54,799,201.86 -78% 主要是理财收入减少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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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刘肇怀

“在作为深圳英飞拓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

飞拓” ）股东期间，不直接或

间接从事或发展与英飞拓经

营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

或项目，也不为自己或代表

任何第三方成立、发展、参

与、协助任何企业与英飞拓

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不

利用从英飞拓处获取的信息

从事、直接或间接参与与英

飞拓相竞争的活动；不进行

任何损害或可能损害英飞拓

利益的其他竞争行为。 ”

2008年01月

08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刘肇怀、JHL�

INFINITE�

LLC、刘肇胤、

刘肇敏、刘祯

祥、刘恺祥

1、担任公司董事的股东刘肇

怀承诺：其在本公司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25%，且在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刘肇怀作出了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3、实

际控制人刘肇怀承诺：如果

有权部门要求或决定，公司

需为员工补缴发行前的住房

公积金或公司因发行前未按

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向住

房公积金账户缴存而遭受任

何处罚或损失，公司股东刘

肇怀同意在公司不支付任何

对价情况下承担该等责任。

4、实际控制人刘肇怀承诺：

如果发生由于深圳市有关文

件和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相

关规定存在差异，导致国家

有关税务主管部门追缴公司

截止股票公开发行之日前被

减免所得税的情形，公司股

东刘肇怀愿承担需补缴的所

得税款及相关费用。 5、公司

直接股东刘肇怀、JHL�

INFINITE�LLC、刘肇胤及间

接股东刘恺祥、刘祯祥分别

承诺，如果有权部门要求或

决定，刘肇怀、JHL�

INFINITE�LLC、刘肇胤及间

接股东刘恺祥、刘祯祥需为

公司2007年8月发生的股权

转让补缴相关所得税，以及

公司遭受任何相关处罚或损

失，公司股东刘肇怀、JHL�

INFINITE�LLC、刘肇胤及间

接股东刘恺祥、刘祯祥同意

在公司不支付任何对价情况

下补缴相关所得税及承担该

等责任。

2010年12月

07日

三年或长期有

效

严格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

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4.20% 至 33.97%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3,500 至 4,5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35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年度公司增加了并购项目，加大了销售规模，预计报告期内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也有所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5-092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3日

通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刘肇怀先生主持。 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和<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为增强对子公司的支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印度英飞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美

金5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该担保额度为累计余额，如担保累计余额超过

美金500万元，需另行审批。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Infinova(India)� Private� Limited

公司中文名称：印度英飞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肇怀

注册资本：500万印度卢比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7日

英文地址：301,� Siddhivinayak� Aurum,Sr.No. � 33/1/1/2,� Plot� No.: � B� 40,Sub�

Plot� No:� 20,� Vadgaon� Sheri,Viman� Nagar,� Pune� -� 411� 014.� MAHARASHTRA,�

INDIA

中文地址：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浦那（区域号411014），维曼·纳加尔区，瓦德加奥

恩·谢里片区，20街区，B40� 33/1/1/2号建筑（思第维纳雅克·金号楼），301房间

经营范围：一般贸易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美金500万元，若上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额度为不超过美金45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起经审计净资产 （合并报表）的

13.17%，且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5-093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3日通

过电子邮件、传真或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郭曙凌主持会议，董事会秘

书华元柳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

报告全文>和<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为增强对子公司的支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印度英飞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美

金5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不超过3年。该担保额度为累计余额，如担保累计余额超过

美金500万元，需另行审批。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Infinova(India)� Private� Limited

公司中文名称：印度英飞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肇怀

注册资本：500万印度卢比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7日

英文地址：301,� Siddhivinayak� Aurum,Sr.No. � 33/1/1/2,� Plot� No.: � B� 40,Sub�

Plot� No:� 20,� Vadgaon� Sheri,Viman� Nagar,� Pune� -� 411� 014.� MAHARASHTRA,�

INDIA

中文地址：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浦那（区域号411014），维曼·纳加尔区，瓦德加奥

恩·谢里片区，20街区，B40� 33/1/1/2号建筑（思第维纳雅克·金号楼），301房间

经营范围：一般贸易

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美金500万元，若上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公司累计对

外担保额度为不超过美金4500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起经审计净资产 （合并报表）的

13.17%，且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528

证券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5-094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年10月27日，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为7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及公司资金状况，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印度英

飞拓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不超过美金500万元的担保额度。

担保期限为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三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

任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英文名称：Infinova(India)� Private� Limited

公司中文名称：印度英飞拓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肇怀

注册资本：500万印度卢比

成立日期：2010年7月27日

英文地址：301,� Siddhivinayak� Aurum,Sr.No. � 33/1/1/2,� Plot� No.: � B� 40,Sub�

Plot� No:� 20,� Vadgaon� Sheri,Viman� Nagar,� Pune� -� 411� 014.� MAHARASHTRA,�

INDIA

中文地址：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浦那（区域号411014），维曼·纳加尔区，瓦德加奥

恩·谢里片区，20街区，B40� 33/1/1/2号建筑（思第维纳雅克·金号楼），301房间

经营范围：一般贸易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此次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日常经

营以及与公司战略规划相一致的对外投资发展的双重需要，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方为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有控制权，其经营稳定，具有良

好的偿债能力。 此次的担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将通过完善担保管理、加强财务内部控制、监控

被担保人的合同履行、及时跟踪被担保人的经济运行情况，强化担保管理，降低担保风险。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支持子公司的经营和长期发展需要，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公司对子公司的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若上述担保额度全部实施，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不超过美金4500万元，占公司最

近一起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的13.17%，且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

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英飞拓：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英飞拓：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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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周晓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良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丹红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9,909,644,040.44 8,593,512,743.54 1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349,863,185.14 4,294,955,579.64 1.2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159,297,116.67 10.61% 6,859,358,238.93 1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733,850.66 -82.18% 197,428,663.27 -5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307,417.27 -80.28% 169,206,842.34 -59.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22,579,426.16 19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80.77% 0.37 -55.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80.77% 0.37 -55.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3% -2.44% 4.61% -7.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595,598.29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1,217.0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7,883,9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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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0,238.57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24,161.9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65,065.05

合计 28,221,820.9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05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晓峰 境内自然人 16.97%

89,936,

799

67,452,599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5%

35,784,

862

0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1%

29,202,

719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19%

22,199,

8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1.92%

10,192,

861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深

其他 1.60%

8,475,

01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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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44%

7,634,

800

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3%

7,047,

80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3%

7,047,

80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3%

7,047,

800

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784,862 人民币普通股 35,784,862

象山联众投资有限公司 29,202,719 人民币普通股 29,202,719

周晓峰 22,48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84,2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2,19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99,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0,192,861 人民币普通股 10,192,86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8,475,018 人民币普通股 8,47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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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4,800 人民币普通股 7,634,8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047,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7,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7,047,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7,8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7,047,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7,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华翔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周晓峰先生的关联法人，对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序号 项目 变动率 原因

1 应收票据 63.13% 系期末客户支付较多的票据未到期所致

2 商誉 603.02% 系本期收购宁波井上外方股东的子公司产生的商誉

3 长期待摊费用 54.71% 系本期并表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4 短期借款 70.12% 系子公司德国华翔借款增加所致

5 应付票据 131.15% 系期末票据未到期所致

6 预收款项 57.17% 系预收客户模具款所致

7 应付职工薪酬 34.17% 系本期并表范围发生变化及长期应付职工薪酬转让应付职工薪酬所致

8 应交税费 -46.07% 系本期缴纳上期的应交税费所致

9 长期借款 142.79% 系本期并表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10 管理费用 41.35% 系本期并表范围发生变化、新项目研发费用投入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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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4季度至今，德国华翔由于新产品量产后发生质量事故，已造成大额亏损，并对公司整体业绩

造成较大影响。

由于德国华翔一边忙于产品交付，一边进行生产和管理改善，预计扭亏不是短时间内能完成。

公司将不断加大改善力度，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方法，力争早日扭转德国华翔亏损的局面。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华翔集团股

份有限公

司、象山联

众投资有限

公司、周晓

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

数量，每达到宁波华

翔股份总数百分之一

时，将在自该事实发

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

内做出公告。

2005年09

月20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周晓峰;华

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象山联众投

资有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05年04

月08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周晓峰

自本公告日起6个月

内不减持所持宁波华

翔股票

2015年07

月06日

2016-01-0

5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80.00% 至 -5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0,483.43 至 26,208.57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2,417.1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德国华翔由于产品质量原因，造成大额亏损，对公司整体

业绩造成较大影响。 公司相应采取了“解聘原管理团队” 、

“从中国重新委派总经理” 、“聘请专业管理服务公司”和

“委派各类专业人员前去支援”等一系列措施， 截止目前，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随着其他新产品的陆续投产、专业管理

服务人员延迟退场和中方各类专业支援人员的增加，使得德

国华翔的亏损状况超出预计，短时间内无法扭转德国华翔亏

损的状况；2、2015年国内乘用车销售同比下降，尤其是下半

年，公司主要客户———上海大众、一汽大众，销量都呈下滑态

势，公司业绩受此影响，大幅下降，给公司经营造成较大压

力。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持有的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180,406,275股股份，自2014年3月27日起解禁流通。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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