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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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申孝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杜源亮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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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5,187,909.02 3,012,838,280.73 -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1,683,960.56 211,246,674.47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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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316,225.31 37.24% 1,612,987,405.52 2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7,463,896.82 -1.22% -246,386,552.91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5,999,125.21 -0.59% -259,682,265.59 -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6,138,597.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1 -1.30% -0.2852 4.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1 -1.30% -0.2852 4.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529.61% -7,507.10% -279.81% -2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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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7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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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7,4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45,702.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6,724.29

合计 13,295,71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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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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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4% 288,050,247 0 质押 200,000,000

上海东银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0% 22,500,001 0

山西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信海七

号集合资金信托

国有法人 1.88% 16,230,000 0

四川信托有限公

司－宏赢二十五

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13,085,480 0

谭帮文 境内自然人 1.26% 10,846,098 0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信

托·稳健分层型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1318C

期

国有法人 0.50% 4,330,088 0

周海春 境内自然人 0.40% 3,450,000 0

孙复娣 境内自然人 0.36% 3,103,432 0

席桂敏 境内自然人 0.34% 2,896,882 0

史俊 境内自然人 0.31% 2,67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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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288,050,247 人民币普通股 288,050,247

上海东银投资有限公司 22,5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1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海七

号集合资金信托

16,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30,000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二十五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085,480 人民币普通股 13,085,480

谭帮文 10,846,098 人民币普通股 10,846,098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

托·稳健分层型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1318C期

4,330,088 人民币普通股 4,330,088

周海春 3,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0,000

孙复娣 3,103,432 人民币普通股 3,103,432

席桂敏 2,896,882 人民币普通股 2,896,882

史俊 2,6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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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海东银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22,500,001股股份，占恒

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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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股份转让事项

2014年12月12日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开始停牌。 相关公告见同日披露的《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65。

2015年3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拟转让股份的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拟通过公

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公司不超过200,000,000股股份，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8。

2015年5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兴乐集团）” 签订了股份转让协

议，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2。

2015年7月10日，控股股东协议转让事项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复，详见2015年7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073。

2015年8月18日，兴乐集团向中国恒天全额支付了股份转让余款， 公告编号：2015-087。

2015年9月23日，公司刊登《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及股份质押借款的公告》，中国恒天将其持有的拟转

让给兴乐集团的恒天海龙无限售流通股贰亿股股份直接质押给大业信托有限公司，并于 2015年 9�月 17�日在中登公司

办理完成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公告编号：2015-100。

2015年9月29日，中国恒天与兴乐集团签订了《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股份过户的时间不迟于2015年11月30日，公告编号：2015-107。

公司将继续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重大资产出售事项：

2015年7月13日，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4。

2015年9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同意公司通过在

北京产权交易所（下称“北交所” ）以公开挂牌的方式出售标的资产，并于2015年9月16日披露本次董事会的决议及重大

资产出售预案等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5-097，2015-099）。

2015年9月23日，公司拟出售标的资产已经在北交所公开挂牌，信息发布期为 20�个工作日，截止日期为 2015�年 10�

月 26�日，2015-103。

2015年9月26日，公司刊登《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公告》，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28日开

市起复牌，公告编号：2015-105。

公司将继续关注该重大事项进程，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拟收购医疗器械行业相关资产事项

2015年10月13日，公司刊登《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除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外，拟收购医疗器械行业相

关资产，该标的单位的主业为生产、销售医疗设备，主要产品为高级检测、治疗设备，面向国内、外市场销售。 经申请，公司

股票于2015年10月13日开市起停牌，公告编号：2015-109。

2015年10月20日，10月27日公司分别披露了此次事项的进展情况，本次重大事项交易标的所处行业为医疗器械行业，

主要经营影像医学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具体产品包括：CT(Computed� Tomography)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PET-CT（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以及 MRI（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核磁共振设备等。 公司已聘请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通商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

问。

公司将继续推进该重大事项进程，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挂牌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事项

2015�年 5�月 7�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参股子公

司阿拉尔新农棉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 1�元钱作为底价以挂牌转让方式出售公司持有的阿拉尔新农棉

浆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新农棉浆” ）45%的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新农棉浆的股份，公告编号：2015-054。

2015�年 6�月 25�日，挂牌交易期满，经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确认，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新农开发” ）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交易价格为 1�元人民币。

2015�年 8月 19�日，公司收到本次股权转让全部交易价款，并收到北交所出具的《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 现新农

开发已按照法律法规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公司不再持有新农棉浆的股份。

公司挂牌转让新农棉浆股权事宜进行完毕。 详见2015年9月2日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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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恒天集

团有限公司

为了有效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中国恒

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恒天”或“本公

司” ）承诺如下：（1）本次收购完成后，*ST�海龙

与本公司或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存在一定

程度的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在符合中国证

券市场政策法规及环境要求的前提下，本公司将

力争在本次收购完成之日后五年内，以适当的方

式彻底解决相关同业竞争问题，解决途径包括但

不限于资产和业务重组、剥离、合并、资产收购、资

产托管及中国证监会和（或）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的其他方式。 （2）本次收购完成后，除现存

同业竞争关系外，本公司或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从事与*ST�海龙构成

实质性竞争的业务，如本公司或其控股、实际控制

的其他企业未来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

入股任何可能与*ST�海龙所从事的业务构成竞争

的业务，本公司应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ST�海龙，

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ST�海龙作出愿

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则本公司放弃该

商业机会；如果*ST�海龙不予答复或者给予否定

的答复，则被视为放弃该业务机会。 （3）本公司

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

《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

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

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和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2年11月

21日

9999-12-31 正常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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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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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30日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中、小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接听中、

小投资者电话约 17�个/

日，为中小投资者解答了

公司股份转让事项的进

展情况、复牌时间、公司

的生产经营情况、重大资

产出售、收购医疗器械行

业事项的相关情况。

2015年09月30日 深交所互动易 其他 个人 中、小投资者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深交

所互动易解答投资者提

问 61条，为中、小投资者

解答了公司股份转让事

项的进展情况、复牌时

间、重大资产出售等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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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677 股票简称：*ST�海龙 公告编号：2015-114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挂牌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通过在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公开挂牌出

售其持有的除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莱特” ）51.26%股权及对博莱特负债以外的其他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拟出售资产” ）。 根

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沃克森” ）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0512号《恒天海龙股份

有限公司拟出售资产及负债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本次拟出售资产总资产评估值为209,372.29�万元，总负债评估值为

226,583.09�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17,210.80�万 元。根据北交所相关规则，本次挂牌以拟出售资产涉及的总资产为挂牌

主体，挂牌价格不低于总负债的评估值 226,583.09�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根据挂牌价格扣除总负债评估价格确定，挂牌期

间为 2015�年9月23日至 2015�年10月26日，共计20个工作日。

2015�年 10�月 28�日，公司收到北交所发来的《公示结果通知书》，征集到符合受让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1�个，即大

连尚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龙投资” ），尚龙投资在规定时间内缴纳了本项目的交易保证金并通过北交所审

核， 已确认其受让资格。

本次公开挂牌确定交易对方及交易价格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会议再次 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未决事项和《重

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并发出召开 股东大会通知，审议相关文件。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尚需经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重组事项能否 最终达成及达成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 28日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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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晓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其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郁卿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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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788,954,243.56 667,748,697.05 1,306,867,261.08 3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97,154,825.88 649,015,903.72 954,171,555.43 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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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430,416.97 67.93% 2,198,475,806.64 19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8,163,855.43 8.82% 701,025,731.51 21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5,285,917.69 -1.03% 118,794,537.28 -4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38,620,711.30 94.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11.11% 0.78 212.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11.11% 0.78 21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1% -3.12% 53.73% 27.43%

注：公司在2015年5月26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因此对上年度末的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进行追溯调

整。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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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00,36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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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413,588.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15,465.14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98,224.11

合计 582,231,19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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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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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东 境内自然人 47.63% 426,798,080 395,758,080 质押 10,000,000

柳海彬 境内自然人 17.05% 152,805,896 110,545,896 质押 58,571,200

喻晓春 境内自然人 3.11% 27,843,114 26,560,008 质押 660,000

上海旌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65% 23,760,000 23,760,000

上海民勤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2.30% 20,640,000 20,640,000

刘晓俊 境内自然人 2.21% 19,760,000 0 质押 16,000,000

马晓华 境内自然人 2.14% 19,200,000 19,200,000

温浩 境内自然人 2.09% 18,720,000 18,720,000

张其忠 境内自然人 1.89% 16,970,008 16,187,508

海通资管－民生－海

通海汇系列－星石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04% 9,3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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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海彬 42,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260,000

刘晓东 31,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40,000

刘晓俊 19,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60,000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海汇系列－星石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319,824 人民币普通股 9,319,824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新股

Ｃ1

4,969,954 人民币普通股 4,969,95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9,102 人民币普通股 2,349,10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丰庆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205,614 人民币普通股 2,205,61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

德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13,018 人民币普通股 1,813,018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1,699,814 人民币普通股 1,699,814

李洁 1,500,08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刘晓东与刘晓俊为兄弟关系，柳海彬与马晓华为夫妻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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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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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62.00%，主要系销售订单增加，销售收入上升所致。

2.�报告期末公司预付账款较年初增加140.24%，主要系公司预付广告费用。

3.�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76.24%，主要系公司支付项目的保证金。

4.�报告期末公司存货较年初增加71.29%，主要系业务增长，采购材料备货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公司固定资产较年初增加75.11%，主要系公司巴克斯酒业上海项目竣工投产增加资产所致。

6.�报告期末公司无形资产较年初增加177.96%，主要系公司巴克斯酒业购置土地所致。

7.�报告期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加376.95%，主要系巴克斯酒业增加建设项目资产。

8.�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100%，主要系巴克斯酒业增加借款所致。

9.�报告期末公司预收账款较年初增加63.36%，主要系销售订单增加，销售收入上升所致。

10.报告期末公司应交税金较年初增加72.95%，主要系收入增加、利润增加、导致企业所得税和流转税增加所致。

11.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118.58%，主要系公司收到经销商保证金所致。

12.报告期末公司股本较年初增加460.00%，主要系定向增发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3.报告期末公司资本公积较年初减少100%，主要系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14.报告期末公司盈余公积较年初增加31.83%，主要系公司上半年提取盈余公积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较去年同期营业收入增加193.12%，主要系公司销售订单增加，销售收入上升所致。

2.� 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较去年同期营业成本增加161.85%，主要系公司销售订单增加，销售成本也随之上升所

致。

3.�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较去年同期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217.59%，主要系公司销售订单增加，税金也随之上升所

致。

4.�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较去年同期销售费用增加198.28%，主要系公司加大销售投入所致。

5.�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较去年同期管理费用增加130.20%，主要系公司生产营业规模不断扩大所致。

6.� 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较去年同期财务费用下降129.72%，主要系公司生产经营现金流增加，增加利息收入所

致。

7.�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较去年同期所得税费用增加223.90%，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增加利润总额，增加所

得税费用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94.43%，主要系公司销售订单增加，销售收入增加导致各

项费用均有相应增加。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下降160.35%，主要系巴克斯酒业建设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期增加233.33%，主要系巴克斯酒业新增借款所致。

4.�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去年同期增加155.37%，主要系利润分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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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年5月26日公司发布《百润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完成对巴克斯酒业的并购重组。 在上

半年度，巴克斯酒业提前完成《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交易对方承诺的2015年38,307.67万元的盈利预测。在本年度第一季

度，巴克斯酒业产品供需矛盾突出，在第二季度，产品供需矛盾逐渐缓解，进入第三季度，巴克斯酒业销售渠道库存正常化；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巴克斯酒业销售渠道库存合理，产供销系统运行良好，并将持续优化和加强品牌建设、渠道建设。

2.公司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5年8月18日召开的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15

年8月1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权益分派方案于2015年9月29

日实施完毕，权益分派实施前本公司总股本为448,000,000股，实施后总股本增至896,000,000股。 目前公司正在办理注

册资本变更、章程备案等相关工商登记变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百润股份: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

告

2015年09月23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公告。

百润股份：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

2015年05月26日

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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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刘晓东

1.作为交易对方以所持巴克斯酒业股权认

购的百润股份发行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自标的股份上

市之日起六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

交易完成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的，标的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3.除履行上述股份锁定义务外，在本人与

上市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

定的盈利预测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前，

标的股份不得转让。

2014年09月

10日

2018年6月

17日

按承诺严格履

行

刘晓东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4年09月

10日

长期

按承诺严格履

行

柳海彬

至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之日，如本人用

于认购标的股份的巴克斯酒业股权持续

拥有权益时间均已满十二个月，则标的股

份自其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年09月

10日

2016年6月

17日

按承诺严格履

行

柳海彬

作为交易对方以所持巴克斯酒业股权认购

的百润股份发行的股份，在本人/本企业与

百润股份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

定的补偿期内，按照补偿期内前一年末巴

克斯酒业累计实际净利润数确定解锁比

例并解锁，未解锁的标的股份不得转让。

2014年09月

10日

2017年12

月31日

按承诺严格履

行

刘晓东、柳

海彬

作为交易对方与百润股份签署的《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就业绩补偿作出的承诺。

2014年09月

10日

2017年12

月31日

按承诺严格履

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刘晓东

关于同业竞争、关联交易、资金占用方面的

承诺

2011年03月

25日

长期

按承诺严格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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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 至 20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71,720.06 至 86,064.07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8,688.0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中预调鸡尾酒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所致。 由

于进入销售旺季，预计第四季度预调鸡尾酒销量环比第三季度将增长，

同时基于长期发展的策略，第四季度将持续加大品牌建设和渠道建设的

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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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百润香精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68� � � � � � � � � �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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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梁桂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文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游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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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5,151,577.11 2,356,465,595.88 2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69,868,718.64 1,364,011,636.81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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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363,131.41 -28.39% 1,109,553,741.78 3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8,036,574.10 37.44% 116,872,358.97 3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5,307,454.40 33.26% 114,101,574.42 3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71,833,328.23 731.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32.53% 0.27 3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32.53% 0.27 3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6% 0.75% 8.22%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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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6,628.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1,881.8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172,965.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74,120.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30,640.16

合计 2,770,784.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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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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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桂秋 境内自然人 40.78%

177,605,

239

133,203,

930

质押

17,598,

853

梁桂添 境内自然人 8.89%

38,700,

006

29,025,

005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自然人 2.07% 9,000,000 9,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务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2.01% 8,739,282 8,739,282

梁桂忠 境内自然人 1.95% 8,505,138 8,505,138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自然人 1.66% 7,220,766 7,220,76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自然人 1.19% 5,179,800 5,17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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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内自然人 1.15% 5,016,312 5,016,312

光大证券－光大银行－光大阳光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自然人 1.15% 5,000,000 5,000,000

平安资产－邮储银行－如意10号资产管理产

品

境内自然人 1.02% 4,428,258 4,428,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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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桂秋 44,401,309 人民币普通股 44,401,309

梁桂添 9,675,001 人民币普通股 9,675,001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

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8,739,282 人民币普通股 8,739,282

梁桂忠 8,505,138 人民币普通股 8,505,138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7,220,766 人民币普通股 7,220,76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79,800 人民币普通股 5,17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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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6,312 人民币普通股 5,016,312

光大证券－光大银行－光大阳光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平安资产－邮储银行－如意10号资

产管理产品

4,428,258 人民币普通股 4,428,25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梁桂秋、梁桂添、梁桂忠为兄弟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

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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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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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变动金额

增减

（±%）

变动原因

应收帐款

133,355,

361.44

21.67% 系本期新增合并单位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相应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2,857,

406.32

-91.07% 系募集资金投入使用致银行账户存款余额减少相应应收利息减少所致；

预付账款

142,162,

597.88

265.38% 系医院整体建设项目开展投入的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9,758,375.89 68.32% 主要系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3,437,172.91 226.20% 主要系结构存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04,860,

703.83

127.88% 系本期新增合并单位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期末短期借款并入报表所致；

应付票据 13,755,607.94 60.04% 系本期医院设备采购增加所致；

预收帐款 82,451,063.07 63.45% 主要系预收医院整体建设项目工程款所致；

应付利息 264,059.50 36.81%

系本期新增合并单位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借款余额增加相应计提的应付

利息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46,880,659.24 144.39% 本期新增合并单位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期末长期借款并入报表所致；

递延收益 34,618,857.86 134.95%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收到政府扶持资金所致。

营业收入

283,705,

618.49

34.35%

主要系医疗专业工程业务增加，及本期新增合并单位普尔德控股有限公

司所致；

营业成本

195,517,

516.96

32.77%

主要系医疗专业工程业务增加，及本期新增合并单位普尔德控股有限公

司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

加

6,274,009.54 54.06% 主要系主营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9,320,001.15 38.55% 主要系业务增加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股份支付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15,794,153.28 196.54%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并单位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利息支出增加、募集资金

账户存款余额减少相应存款利息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116,

547.69

-44.69% 主要系应收帐款收回相应坏帐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7,285,721.89 777.75% 主要系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58,538.86 -93.25%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及罚没支出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6,427,332.24 39.63% 系利润增加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净利润 42,292,334.85 35.36% 系收入增长相应利润增长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1,763,270.75 271.76% 系收入增长相应利润增长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9,064,

207.18

731.02%

主要系公司加大回款力度，及大项目合作建设单位的预付首期款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51,583,

717.85

-390.16% 系收购张家港锦洲医械公司及普尔德控股有限公司支付投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9,344,114.40 482.41%

系非同一控制企业合肥普尔德偿还贷款增加及合并普尔德控股公司的银

行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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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手订单

序

号

合同名称 合同签署日期 交易对方

合同价（万

元）最终以

审计后的结

算价为准

合同

同期

项目进度

（截止2015年9月30

日）

1

《上饶市立医院住院大楼建设工

程合同》

2011年4月29日

江西省上饶市

立医院

12,000.00

18个

月

处于验收结算阶段

2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医院灾后重

建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书

2011年12月13

日

通江县人民医

院

20,000.00 757天

已竣工并投入使用，正

处于审计结算阶段。

3

《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异址新

建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2011年12月13

日

牡丹江第二人

民医院

30,000.00 761天

已竣工并投入使用，正

处于审计结算阶段。

4

《四川省南江县人民医院新建住

院大楼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书》

2012年3月6日

南江县人民医

院

23,000.00 730天 处于审计结算阶段

5

《陕西省商南县医院整体迁建项

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2012年4月23日

陕西省商南县

医院

20,000.00 730天 处于验收结算阶段

6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民医院

整体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2012年7月13日

铜川市耀州区

人民医院

20,000.00 488天 处于竣工验收阶段

7

《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人民医院

住院楼建设项目融资代建建设

合同》

2012年7月13日

巴中市巴州区

人民医院

21,800.00

1037

天

尚未开工

8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

南院建设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

同（一期）

2012年7月31日

黑龙江省齐齐

哈尔市第一医

院

90,000.00 862天

正在办理项目开工等

施工前期准备工作

9

内蒙古自治区阿荣旗人民医院

扩建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2012年7月31日

内蒙古自治区

阿荣旗人民医

院

14,000.00 793天 尚未开工

10

牡丹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扩建综

合楼项目融资代建建设合同

2012年10月16

日

牡丹江市第一

人民医院

43,000.00 910天 待结算阶段

11

《陕西省铜川市中医医院整体迁

建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2012年10月16

日

铜川市中医医

院

20,000.00

24个

月

处于装修和医用工程

阶段

12

《山东省曹县人民医院新区三期

建设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2013年4月23日

山东省曹县人

民医院

50,000.00

30个

月

尚未开工

13

《陕西省山阳县人民医院整体迁

建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2013年10月18

日

山阳县人民医

院

30,000.00

30个

月

处于内部装修施工阶

段

14

《资阳市雁江区中医医院门诊医

技楼及内科楼建设项目融资建

设合同书》

2013年10月18

日

资阳市雁江区

中医医院

8,000.00

24个

月

处于装修施工阶段

15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民医院整

体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2013年12月21

日

黑龙江省双鸭

山市人民医院

20,000.00

12个

月

处于医用工程阶段

16

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迁扩建项

目融资建设合同

2013年11月6日

许昌市第二人

民医院

25,000.00

24个

月

处于机电安装与装修

阶段

17

陕西省渭南市第二医院住院综

合楼建设项目融资建设合同

2015年6月3日

陕西省渭南市

第二医院

30,000.00

24个

月

施工前期准备工作。

（二）合作框架协议书

1、陕西省丹凤县人民政府于 2015年 9�月 24�日就有关“丹凤县中医医院整体迁建项目合作事宜” 与深圳市尚荣医

疗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丹凤县中医医院整体迁建项目招商引资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该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叁

亿陆千万元整，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5�年 9�月 25�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与丹凤县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90号）。

2、获嘉县人民政府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就有关“获嘉县中医院整体迁建项目合作事宜” 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

有限公司签署了《获嘉县中医院整体迁建项目获嘉县招商引资建设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该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壹亿

伍仟万元整，具体详情请查阅公司于 2015�年 9�月 25�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与获嘉县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9号）。

3、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与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尚荣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5�年

9�月 24�日签署了《三都水族自治县招商引资项目合作投资框架协议书》，该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柒亿元，具体详情请

查阅公司于 2015�年 9�月 25�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的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签署招商引资项目合作投资框架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91号）。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项目为公司与对方签署的“合作协议书” ，仅为双方合作初步意向，正式合同及其他重要合同

条款尚未确定，公司最终是否能够与对方签署正式合同存在不确定性，合作协议书中并未就违约条款作明细规定，故双方

无明确的违约责任，项目后续进展存在不确定性。截止本报告期末，上述项目公司仍在跟进中，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上述

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健康产业园进度情况

1、尚荣医疗健康产业综合体（南昌产业园）

南昌产业园一期已经封顶，在做内部装修等工作；二期正在进行基础设施等工作。

2、合肥尚荣移动医疗产业基地项目

准备前期工作。

（四）其他重大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

询索引

2015年7月13日，公司与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深圳市尚荣

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与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产品与服务以及

康复养老等医疗健康领域展开全面合作之战略合作协议书》，具体详情请

查阅公司于 2015�年 7月 14�日披露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2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公司于2015年7月7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发布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停牌公告》。

2015年07月07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015年0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为扩大公司并购的脚步，2015年8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医疗产业并购基金的议案》，该基

金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约壹拾贰亿元，其中尚荣投资总出资规模不超过

人民币贰亿元整；首期基金规模为人民币叁亿元整，其中尚荣投资出资额

为人民币肆仟玖佰伍拾万元整。

2015年08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 2015年5月2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向六个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38,924,271

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10,000万元，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净额拟用于医院手术部、ICU产品产业化项目和增加医院整体建设

业务资金。 2015年5月28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提交了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2015年6月

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151390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行政许可申请的材料进行了审查。 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5年8月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

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390

号），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对《反馈意见》的要

求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具体内容详见2015年9月23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深圳市尚荣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说明》，截

止本报告披露日，中国证监会正在对补充材料及反馈意见进行审核。

2015年0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015年06月03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015年08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015年09月23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因筹划收购资产，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康源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增资

扩股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香港尚荣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增资台湾康

源新台币壹亿叁仟万元整（NT$13,000）（折合人民币汇率以投资资金到

位之日汇率为计价基准）取得其52%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台

湾康源52%的股权，为台湾康源的控股股东。

2015年09月29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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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梁桂秋

为避免同业竞争，维护公司的利益

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

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梁桂秋出

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

诺：(1)本人目前不存在自营或者为

他人经营与发行人相同的业务，也

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

发行人现在和将来主营业务相同、

相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2)本

人将不投资与发行人相同或相类似

的产品，以避免对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并保证

本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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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

经营活动；(3)本人将不利用对发行

人的控股及实际控制关系进行损害

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利益的经

营活动；(4)本人将忠实履行承诺并

保证确认的真实性，如果违反上述

承诺或者确认不真实，本人将承担

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

2011年02月16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中

梁桂秋

1、若应有权部门的要求或决定，公

司需为职工补缴住房公积金、或公

司因未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而承

担任何罚款或损失，本人愿在毋需

贵司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及时、无条

件、全额承担贵司由此遭受的一切

损失。 2、若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对上

市前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进行追缴，

则本人无条件全额承担应补交的款

项及/或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

用。 3、针对可能被追缴2007年及以

前年度企业所得税的风险，公司实

际控制人已向公司做出承诺：如果

发生由于深圳市有关税收优惠的地

方政策和文件与国家有关部门颁布

的法律法规存在差异，导致国家有

关税务主管部门追缴公司2007年及

以前年度企业所得税差额的情况，

本人同意全额承担需补缴的所得税

款及相关费用。

2011年02月16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梁桂秋

控股股东梁桂秋先生于2015年8月

2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

市场直接增持公司100,000股股份，

增持金额为人民币1,850,000元，成

交均价为18.50元/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23%，资金来源均为自筹资金。

本次增持前，梁桂秋先生直接持有

公司177,505,239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40.754%。 本次增持后，梁桂

秋先生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177,

605,23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777%。 梁桂秋先生承诺，在增持

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不

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严格遵守

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或短线

交易。

2015年08月27日 6个月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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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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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58.82 至 15,323.5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215.6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所处行业形势向好，需求上升，同时公司积极开拓市场，使公司

收入和利润均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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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梁桂秋

2015年10月27日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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