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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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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梁喜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前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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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9,478,678.77 3,953,678,338.77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53,611,288.10 2,317,216,185.69 -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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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135,713.65 -36.26% 1,122,807,943.57 -3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3,390,535.74 -379.32% -163,604,896.59 -21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468,137.40 -410.17% -187,254,193.98 -235.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6,608,587.64 -3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350.00% -0.28 -20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350.00% -0.28 -203.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5% -7.38% -7.32%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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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0,88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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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7,691.97

债务重组损益 12,973,385.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18,901.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566.25

合计 23,649,297.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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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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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电气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22.01% 131,121,459 4,590,459

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24% 114,635,052 113,711,963 质押 113,711,963

佳木斯电机厂 国有法人 18.11% 107,928,537 107,928,537

泰达宏利基

金－工商银

行－泰达宏利

价值成长定向

增发60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40% 8,370,837 8,370,837

深圳市保腾丰

利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6% 8,100,810 8,100,810 冻结 8,100,810

招商财富－招

商银行－弘唯

基石1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6% 8,100,810 8,100,810

浙江龙信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8% 7,650,765 7,650,765

昆仑健康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

产品

其他 1.28% 7,650,765 7,650,765

申万菱信（上

海）资产－工

商银行－中融

信托－中融－

瑞林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95% 5,666,057 5,666,057

上海证大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2% 4,900,855 4,90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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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126,5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531,000

陈佳琪 2,877,665 人民币普通股 2,877,66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1,699,950 人民币普通股 1,699,95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万菱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1,447,546 人民币普通股 1,447,54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盛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97,764 人民币普通股 1,097,76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

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923,089 人民币普通股 923,08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民品

质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852,600 人民币普通股 852,600

周冰鑫 819,700 人民币普通股 819,700

王渊琼 780,6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持有5%以上（含5%）的股东有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佳木斯电机厂三家公司，其中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所持股

份性质为国有法人股，佳木斯电机厂为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关联

企业。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陈佳琪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股票

2,877,665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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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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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重组所涉资产过户的相关事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为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 置出资产为公

司原有全部资产和负债。 截止报告期，公司已完成交付或过户的资产账面价值(截止交割

审计基准日2012年3月31日) 为35,711.85万元， 占同时点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 38,

847.65�万元的 91.93%。 对于部分资产未完成过户问题，本公司和相关方已有妥善安排。

根据《资产交割补充协议书》，公司与阿继有限和哈电集团确认：自相关置出资产交付之

日起，置出资产（无论该等资产的交付是否需要办理及是否已完成产权过户、权益变更登

记手续）的全部权利和义务均由阿继有限享有和承担，阿继有限对置出资产独立行使经

营管理权利，并承担该等资产的全部经营风险和损益。

2、关于重组所涉债务转移的相关事项

截止报告期，置出债务中已取得同意函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10,622.79�万元，已于期

后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为15,217.23万元； 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负债账面价值为

7,827.10万元。 上述尚未获得同意函且未清偿的债务共1500余笔，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债

务的账龄均超过两年以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已超过诉讼时效。 截

止报告期末，银行专项账户资金余额为916.37万元，短期内共管账户资金能够满足清偿重

组债务要求，同时为了彻底解决重组债务引发的债务风险，哈电集团已承诺将及时提供

代偿资金，清偿已核定确认的重组债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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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电气集

团公司

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期

间，哈电集团为了避免和清除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可能侵占上市公司商业机会

和形成同行业竞争的可能性，

哈电集团出具了《哈电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关于避免同行业竞

争之承诺函》其内容为：（1）

本次交易完成后，哈电集团将

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以避免对本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接或间接

的业务竞争；（2）在本次交易

完成后，哈电集团将采取有效

的措施，促使哈电集团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从事任何与本公司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对

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任何直

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3）本

次业务完成后，哈电集团将努

力通过合法合规渠道促成哈电

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包括但

不限于交直流电机公司）与本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但

不限于佳电股份）在未来的业

务中进行如下业务区分：在普

通电机（不含电站主风机电

机）领域，哈电集团控制的其

他企业（包括但不限于交直流

电机公司）不生产

3000KW-5000KW的大功率

电机及3000KW以下的中小功

率电机；在普通电机（不含电

站主风机电机）领域,本公司

及其控制的企业（包括但不限

于佳电股份）不生产5000KW

以上的大功率电机；在特种电

机以及电站主风机电机领域，

维持现状，避免产生任何潜在

业务竞争。

2011年04月

24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

司;佳木斯电

机厂;上海钧

能实业有限公

司

佳木斯电机厂、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钧能实业

有限公司承诺在2011年、2012

年、2013年和2014年内，如置

入资产的实际净利润超过预测

净利润，则佳木斯电机厂、北京

建龙重工集团公司和上海钧能

实业有限公司无需对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若置入资产的实际

净利润小于预测净利润，则由

佳木斯电机厂、北京建龙重工

集团公司及上海钧能实业有限

公司以本次交易中各方认购的

股份总数为上限向阿继电器进

行补偿，补偿比例分别为

51.25%,�47.07%和1.68%。 佳

电厂、建龙集团和钧能实业每

年补偿的股份数量总额计算公

式为：（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

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际净利润数）x认购股份

总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

净利润数总和－已补偿股份数

量。

2011年04月

24日

2011年—

2014年

置入资产实现净利润：2011年度实

现净利润为人民币21,049.29万元，

高于预测净利润人民币16,775.20万

元；2012年度实现净利润为人民币

20,629.46万元，高于预测净利润人

民币19,040.86万元，2013年度实现

净利润为人民币18,827.31万元，低

于预测净利润人民币22,378.23万

元。 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3500.52万元，低于预测净利润。

2011年—2014年净利润预测累计数

83,263.73万元，实际实现净利润累

计数64,006.58万元，累计完成

76.87%，触发盈利预测业绩补偿条

件。 公司已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中的相关规定，召开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正积极推进股

份的回购和注销工作，并将在实施完

成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佳木斯电机

厂;北京建龙

重工集团有限

公司;上海钧

能实业有限公

司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全

体股东利益，佳电厂、建龙集团

和钧能实业已出具书面承诺：

在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认购

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2013年01月

09日

2013年1月9

日—2016年1

月9日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哈尔滨电气集

团公司

参与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的投资者哈尔滨电气集

团公司承诺：本次发行认购的

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也不由佳

电股份回购该部分股票。

2014年12月

09日

2014年12月9

日—2017年

12月9日

正在履行

招商财富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泰达宏利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

保腾丰利创业

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财

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浙江

龙信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

海证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民生通惠资产

管理有限公

司、申万菱信

（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上述参与公司2014年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的8名投资者均

承诺：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

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也不由佳电股份回

购该部分股票。

2014年12月

29日

2014年12月9

日—2015年

12月9日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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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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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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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5年07月

15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郭先生 股份回购事宜的进展情况

2015年09月

01日

公司证券部 实地调研 机构 信达证券

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及战略发展方

向

2015年09月

23日

公司证券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宋先生 公司新产品研发的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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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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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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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常世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应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蔡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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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451,091.06 3,508,156,076.71 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731,184,607.38 1,668,757,400.80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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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73,412.92 -4.91% 1,110,829,604.42 29.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895,112.68 -2.49% 106,514,512.13 1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202,017.42 5.71% 102,117,749.15 11.9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6,124,891.37 -282.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0% 0.26 1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0% 0.26 1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5.00% 6.25%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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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2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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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9,869.4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49,07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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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606.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9,776.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841,258.68

合计 4,396,76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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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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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津生 境内自然人 7.31% 30,096,364 22,572,273

常世平 境内自然人 5.61% 23,067,200 17,300,400

董书新 境内自然人 4.65% 19,115,724 14,336,793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九组合

其他 4.13% 17,000,000

天津腾飞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7% 12,226,818

赵文杰 境内自然人 2.32% 9,556,087 9,472,287 质押 4,000,000

任伟 境内自然人 2.21% 9,100,528 6,825,396

尹宝茹 境内自然人 2.14% 8,818,406 6,613,804

张义生 境内自然人 1.78% 7,340,396 5,505,297

鲍建新 境内自然人 1.73% 7,127,204 5,345,403 质押 1,0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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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1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0

天津腾飞投资有限公司 12,226,818 人民币普通股 12,226,818

胡津生 7,524,091 人民币普通股 7,524,091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号

6,794,519 人民币普通股 6,794,51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171,193 人民币普通股 6,171,193

常世平 5,766,800 人民币普通股 5,766,800

董书新 4,778,931 人民币普通股 4,778,93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08,300 人民币普通股 4,708,30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22,329 人民币普通股 3,322,329

交通银行－易方达5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3,309,627 人民币普通股 3,309,6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赵文杰、尹宝茹、任伟、张义生、鲍建新为公司控股股东、一

致行动人之一；前述8名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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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赵文杰先生因个人原因将其直接持有的

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高管锁定股）4,000,000股质押给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截止本报告期末，赵文杰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9,556,08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32%，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7%，占

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41.86%。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的鲍建新先生因个人原因将其

直接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1,050,000股质押给华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截止本报告期末，鲍建新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7,127,

2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3%，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26%，占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14.73%。

截止本报告期末，除赵文杰、鲍建新外的公司其他实际控制人所持的公司股份未发

生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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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票据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42,328,677.22元，比年初数增加117.17%，其

主要原因是：冲压件业务收入增长以及冲压件客户较多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所致。

2、应收账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525,293,817.36元，比年初数增加30.56%，其

主要原因是：模具业务收入增长以及部分客户回款缓慢所致。

3、预付账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02,838,235.32元，比年初数增加38.83%，其

主要原因是：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开发制造及应用产业化项目工程和设备预付款

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7,132,999.82元，比年初数增加33.53%，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投标保证金以及员工出差备用金增大所致。

5、无形资产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93,626,483.94元，比年初数增加68.65%，其主

要原因是：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开发制造及应用产业化项目土地购入所致。

6、长期待摊费用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02,200.91元，比年初数减少41.46%，，其

主要原因是：部分房屋装修改造支出在本期摊销完毕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5,476,784.25元，比年初数增加

47.14%，，其主要原因是：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以及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7,400,000元，比年初数减少65.43%，其

主要原因是：公司购买土地预付款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9、应交税费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72,505,666.28元，比年初数增加34.07%，其主

要原因是：公司境内销售增长应交增值税增长所致。

10、其他应付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6,453,870.78元，比年初数增加96.24%，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需支付的职工差旅费用垫付款增长所致。

11、长期应付款2015年9月30日年末数为0元，年初数为5,626,120.72元。 其主要原

因是：欧洲天汽模融资租赁产生的长期应付款将在一年内到期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716,390.53元，比期初数增长48.55%，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欧洲天汽模公司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扩大所致。

13、营业成本：本期营业成本为818,179,046.7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5.62%，其主要

原因是：本期模具业务毛利率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销售成本增长幅度大于销售收入增

长幅度所致。

14、销售费用：本期销售费用为45,281,836.61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9.50%，其主要原

因是：本期模具业务销售增长，出口运保费及试模费增加所致。

1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减值损失为25,581,471.7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20.32%，其主

要原因是：公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以及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16、投资收益：本期投资收益为27,788,727.0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56.78%，其主要

原因是：联营公司东风（武汉）实业有限公司在本期的盈利增加所致。

17、收到的税费返还：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为21,255,623.5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02.99%，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出口项目收到的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18、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40,

323,984.11元，比上年减少33.13%，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的合同或交易保证金减少所

致。

19、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94,866,042.15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2.72%，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合同或交易保证

金增加所致。

20、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支付的购建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71,574,020.1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43.55%，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的汽车用大型多工位级进模具开发制造及应用产业化项目投入

增加所致。

21、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投资支付的现金为51,09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51.84%，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外投资规模减少所致。

22、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376,082,000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48.65%，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流动资金需求扩大短期贷款规模扩大所致。

23、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18,

822,00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7.30%，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

回款增加所致。

24、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为293,482,000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257.51%，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到期银行短期借款规模增长所致。

25、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

响1,473,663.86元，上年同期为-3,284,059.95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期美元欧元升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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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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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建新、常世平、

董书新、胡津生、

任伟、王子玲、尹

宝茹、张义生、;赵

文杰

在承诺函签署之日，控股股东未直接或间接

投资于其他企业，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

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与控股股

东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未直接或间接经营任

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也不

参与投资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

其他企业；未来控股股东将不从事与公司相

竞争的业务，若因公司拓展产品和业务导致

存在竞争的，控股股东将以停止或转让相关

业务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不利用大股东的

地位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

其他关联方使用。

2009年

03月10

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

事项。

鲍建新、常世平、

董书新、胡津生、

任伟、王子玲、尹

宝茹、张义生、;赵

文杰

鉴于公司前身天津汽车模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模具公司")历史上存在的股东委托持股关

系已于2007年4月全部解除，截至2008年12

月12日，涉及委托持股关系的相关当事人中

的260人已分别签署《确认函》，对其各自在

上述委托持股关系存续期间持有模具公司出

资的具体情况予以确认，其中5名当事人（在

公司清理委托持股前已不再是公司实际出资

人）未签署《确认函》。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胡津生等9名一致行动人就模具公司

的上述委托持股事项承诺：上述委托持股相

关当事人对于委托持股事项的确认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如未签署《确认函》的委托持

股相关当事人向公司或其股东主张相关股东

权利或任何经济利益，承诺人承诺负责协调

解决，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经济责任。

2008年

12月13

日

长期

报告期

内，未发

生违反以

上承诺的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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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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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42.36 至 21,635.07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6,642.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稳定，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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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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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邢运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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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1,263,127.63 4,928,779,538.02 -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96,205,392.71 3,189,653,424.90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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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906,387.83 3.55% 1,192,804,576.38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236,981.64 15.58% 114,102,725.15 1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9,884,150.37 36.10% 102,105,751.17 1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46,682,282.45 87.5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 0.20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 0.20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0.12% 3.52%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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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4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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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91,790.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38,239.7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16,799.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77.94

合计 11,996,97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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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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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润联合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9.10% 218,739,800 0

江西新拓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4% 24,268,584 0

中国银行－嘉实

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4.11% 23,000,000 0

刘邦君 境内自然人 2.23% 12,460,112 0

上海奇益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奇益

1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6% 7,038,800 0

王长荣 境内自然人 0.92% 5,156,600 0

中国银行-嘉实稳

健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86% 4,795,719 0

邱心飞 境内自然人 0.75% 4,204,00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先

进制造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4,011,523 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0.71% 3,98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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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218,739,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739,800

江西新拓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4,268,584 人民币普通股 24,268,584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0

刘邦君 12,460,112 人民币普通股 12,460,112

上海奇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奇益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0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38,800

王长荣 5,156,600 人民币普通股 5,156,600

中国银行-嘉实稳健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4,795,719 人民币普通股 4,795,719

邱心飞 4,204,001 人民币普通股 4,204,00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先进

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11,523 人民币普通股 4,011,52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988,724 人民币普通股 3,988,7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控股股东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 (2)公司前10名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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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王长荣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156,600股，实际合计持有5,156,6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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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3.52%（绝对额增加817.58万元），主要系本期预

付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73.39%（绝对额减少345.64万元），主要系上期

出口退税额本期收回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97.07%（绝对额减少1,344.69万元），主要系

本期增值税留抵减少所致。

（4）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31.44%（绝对额减少24,300.00万元），主要系本

期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5）预收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89.47%（绝对额增加1,047.09万元），主要系本期

预收货款客户增加所致。

（6）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76.11%（绝对额增加1,587.75万元），主要系本期

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7）应付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66.01%（绝对额减少94.56万元），主要系本期预提

贷款利息减少所致。

（8）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43.02%（绝对额减少922.11万元），主要系应付

产品返利部分开票冲回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增加565.30万元，主要系本期支付的

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较上期增加所

致。

（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减少482.81万元，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

期末余额增加幅

度减小，对部分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单独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3）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减少724.10万元，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金

拨款减少所致。

（4）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减少260.44万元，主要系本期未处理固定

资产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增加25,512.23万元，主要系

本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及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支付现金减少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数绝对额减少32,730.76万元，主要系

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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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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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

本公司不投资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

相类似的企业，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

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保

证将努力促使本公司的控股企业不直

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

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

动；2）本公司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控

股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

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3）本公司

赔偿股份公司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而

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2009年08

月21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邢运波

实际控制人邢运波作出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1）本人

不投资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

的企业，以避免对股份公司的生产经

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保证将努

力促使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

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

活动；2）本人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实

际控制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

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3）本

人赔偿股份公司因本人违反本承诺而

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2009年08

月21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作出关于减少

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尽可能减少和规范与股份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2）对

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

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

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及时进行信息

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3）承

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及其

他股东的合法权益；4）本公司有关关

联交易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本公司将在合法权限内促

成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履行关联交易

承诺。

2009年08

月21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邢运波

实际控制人邢运波作出关于减少或避

免关联交易的承诺，主要内容如下：

1）尽可能避免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2）对于无法

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

易，本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有偿、公平

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

关协议和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

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3）承诺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4）有关关联交易承诺将同

样适用于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本人

将在合法权限内促成实际控制的企业

履行关联交易承诺。

2009年08

月21日

长期

严格履行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天润联合集团

有限公司

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拟在未来12个

月内增持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增持金额不低于3,800万元。 并针

对该事项承诺如下：在增持天润曲轴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期间、法定期限内

以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主动减持

所持有的天润曲轴股份公司股份。

2015年07

月10日

2016年1月

15日

严格履行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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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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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1.54 至 17,331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331.5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加强市场开发力度，新客户、新产品销售稳定增长。 2、公司加强

创新项目管理，加大产品成本控制力度，产品成本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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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邢运波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