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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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宝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建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颜沈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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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286,929.00 909,350,738.64 3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11,674,481.70 809,808,993.9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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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75,067.20 -3.60% 243,576,090.52 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38,179.64 -45.79% 7,865,487.78 -2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10,192.73 -79.70% 4,046,981.47 -46.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0,268,135.32

净流入额增加47,

687,262.56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 0.03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0% 0.03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0.23% 0.97%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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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230.9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4,211,082.0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6,35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1,156.72

合计 3,818,506.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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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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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丽霞 境内自然人 32.83% 98,500,000 97,875,000

钱玉英 境内自然人 14.33% 43,000,000

朱宝松 境内自然人 11.33% 34,000,000 33,750,000

宝鼎万企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50% 22,500,000

杭州圆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50% 22,500,000

唐汉若 境内自然人 1.74% 5,222,738

林思恩 境内自然人 1.15% 3,462,278

高建新 境内自然人 0.96% 2,882,554

吕文伟 境内自然人 0.57% 1,714,700

余泽琴 境内自然人 0.47% 1,4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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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玉英 4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0

宝鼎万企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0

杭州圆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0

唐汉若 5,222,738 人民币普通股 5,222,738

林思恩 3,462,278 人民币普通股 3,462,278

高建新 2,882,554 人民币普通股 2,882,554

吕文伟 1,71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4,700

余泽琴 1,41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2,400

叶萌芽 1,41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2,300

王炜 1,284,645 人民币普通股 1,284,6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朱宝松系朱丽霞的父亲、钱玉英的配偶，朱宝松、朱丽霞共同持有宝鼎

万企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共同持有杭州圆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81.33%的股

权。 除上述股东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唐汉若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5,222,738股，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222,738股；高建新通过投资者信用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882,554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2,882,554股；叶萌芽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12,300股，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412,300股；王炜通过投资

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8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83,845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284,645股。 除此之外，前十名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未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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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期初增长43.96%，主要原因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托收所致；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期初减少37.60%，主要原因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托收所致；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比期初增长709.5%，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零星设备，预付款增加；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100.00%，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值税留抵税抵扣完所致；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期初上升433.49%，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零星工程所致；

报告期末，无形资产比期初增加76.18%，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上海复榆，采用收益法对上海复榆技术

类资产进行评估，造成评估增值，以及上海复榆在第三季度购置土地所致；

报告期末，商誉比期初增加324,377,130.48元，主要原因系公司溢价收购上海复榆所致；

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60.58%，主要原因系本期设备到货，预付款减少所致；

报告期末，非流动资产总额比期初增长59.67%，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上海复榆后，无形资产、商誉增

加所致；

报告期末，资产总额比期初增长39.25%，主要原因系本期非流动资产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184,780,000.00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加银行贷款；

报告期末，应付票据比期初减少100.00%，主要原因系应付票据到期支付，本期末无应付票据；

报告期末，预收款项比期初增长31.61%，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增客户预收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36.57%，主要原因系2014年末计提的年终奖在本期支付；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期初增长43.37%，主要原因系本期缴纳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应付利息比期初增加285,598.37元，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增长12566.46%，主要原因系按照合同约定，收购上海复榆100%股权

的部分款项尚未支付；

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比期初增长42,839.76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应付利息增加，确认递延所得

税负债上升；

报告期末，流动负债总额、负债总额分别比期初增长427.81%、356.71%，主要原因系本期短期借款及

其他应付款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上升153.13%，主要原因系本期缴纳增值税增加，同时相应附加税增

加所致；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同比上升3,639,503.57元，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利息支出上升；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上升2,057,114.75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应收账款上升，计提坏账增加；

报告期内，投资收益同比减少3,349,325.73元，主要原因系公司投资的公司尚未体现效益；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同比增长45.72%，主要原因系本期财政补助增加；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27.33%，主要原因系本期利润下降所致；

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减少3,146.82元，主要原因系去年同期无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收购上海

复榆，其子公司尚处于建设期，还未体现效益，少数股东损益为负值；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49.97%、23.54%、22.97%，主要原因系本期无形

资产摊销同比上升，同时本期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同比增加47,687,262.56元，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部分

票据到期托收所致；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同比增加175,412,780.89元，主要原因系本期收购上

海复榆支付股权转让款所致；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额同比增加185,100,000.00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银

行贷款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同比变化较大，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人民币汇率变

动较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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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筹划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宜，募集资金不超过10亿元，用于建设复榆（张家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0吨催化剂项目

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2015年7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新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1519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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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与江苏安泰动力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泰动力” ）签订销售合同，交

易价格3125.84万元，现已有部分订单交货。 2015年8月17日，因业务调整，公司与安泰动力、靖江达凯重

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靖江达凯” ）签订协议，公司与安泰动力之间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亦转由公司与靖

江达凯之间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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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朱宝松、朱丽

霞

承诺：若因宝鼎铸锻吸收合并塘栖

铸造厂未及时履行公告程序或通

知债权人程序而产生债务纠纷或

潜在债务纠纷，使宝鼎重工遭受任

何损失或受到任何处罚的，本人愿

承担全部责任。

2010年03月

08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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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朱宝松、朱丽

霞父女及其控制

的杭州圆鼎控股

有限公司、杭州圆

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均承诺：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同时，朱宝松、朱丽霞还承诺：

除前述锁定期外，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半年后，

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0年03月

01日

股票上市

之日起任

职期间三

十六个月

内及离职

后半年内

正常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朱宝松、朱丽

霞父女及其控制

的杭州圆鼎控股

有限公司、杭州圆

鼎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本公司

/本人将继续不直接或通过其他公

司间接从事构成与股份公司业务

有同业竞争的经营活动，并愿意对

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

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对本

公司/本人控股企业或间接控股的

企业，本公司/本人将通过派出机

构及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经

理）在该等企业履行本承诺下的

义务，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

股份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

偿责任；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

起，如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其产品

和业务范围，本公司/本人及本公

司/本人控股的企业将不与股份公

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可

能与股份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

务发生竞争的，本公司/本人及本

公司/本人控股的企业按照如下方

式退出与股份公司的竞争：A、停

止生产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产品；B、停止经营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C、将相竞争的

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来经营；D、将

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

三方。

2010年03月

08日

该承诺在

发行人存

续期间有

效

正常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朱宝松、

朱丽霞

均承诺：如果宝鼎重工因补缴企业

所得税的事宜而遭受国家有权机

关或部门的处罚或给宝鼎重工造

成任何损失的，本人愿承担全部责

任。

2010年03月

01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朱宝松、

朱丽霞及其一致

行动人

自2015年7月9日起，至2015年12

月31日期间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015年07月

08日

2015年7月

9日———

2015年12

月31日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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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至 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712.67 至 1,425.3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425.3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因公司2015年度财务费用增加、无形资产摊销上升，影响公司效益；同

时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复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供应商因环保事项

影响生产，对上海复榆的销售造成影响；综上因素导致公司业绩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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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宝松

2015年10月29日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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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铁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彩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志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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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66,903.44 2,109,881,599.22 -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90,493,822.31 811,505,131.26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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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285,911.88 -29.82% 1,747,062,484.54 -1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479,076.59 5.04% 38,048,884.16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871,547.18 14.81% 34,720,454.84 -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23,977,760.08 15.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 0.08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 0.08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4% 0.08% 4.73%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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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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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5,88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1,899.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0,121.97

合计 3,328,429.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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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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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铁江 境内自然人 34.66% 164,320,000 123,240,000 质押 106,560,000

惠宁 境内自然人 6.61% 31,320,000 23,490,000

郑江 境内自然人 4.62% 21,920,000 19,440,000

徐卫 境内自然人 3.60% 17,070,600 16,560,450 质押 12,000,000

王亚娟 境内自然人 1.69% 8,000,000

山东省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明曦1

期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9% 6,120,000

濮文 境内自然人 1.12% 5,319,952

徐如媛 境内自然人 0.53% 2,511,348

杜盛宽 境内自然人 0.51% 2,404,500

蒋永兴 境内自然人 0.47% 2,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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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铁江 41,080,00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41,080,000

王亚娟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惠宁 7,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30,000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明曦1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6,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20,000

濮文 5,319,952 人民币普通股 5,319,952

徐如媛 2,511,348 人民币普通股 2,511,348

郑江 2,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0,000

杜盛宽 2,40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4,500

蒋永兴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孙玉兴 2,0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郑铁江先生与王亚娟女士为夫妻关系；郑铁江先生与郑江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以

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存在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10名股东中，第5名股东濮文参与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2,629,152股，第9

名股东蒋永兴参与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2,250,000股，第10名股东孙玉兴参与

融资融券，信用账户持有2,08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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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化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168,481,153.59 245,780,873.92 -31.45% 主要因销售回款增加

预付款项 112,365,250.23 184,020,301.37 -38.94% 原材料采购采用预付款支付减少

其他应收款 513,430.74 6,815,704.74 -92.47% 主要因本期应退回的出口退税款项减少

存货 290,966,525.07 221,122,748.73 31.59% 期末原材料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3,579,466.51 30,569,387.43 -55.58% 待抵扣增值税减少

应付票据 245,445,127.29 88,386,816.03 177.69% 公司采用票据结算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311,040.20 4,596,868.55 -93.23% 年初工资薪酬已发放完毕

长期借款 58,000,000.00 85,000,000.00 -31.76% 主要因公司归还了部分长期借款

非流动负债合计 58,000,000.00 85,837,604.75 -32.43% 主要因公司归还了部分长期借款

实收资本（或股本) 474,120,000.00 237,060,000.00 100.00%

主要因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每10股转增10股）

资本公积 40,248,096.06 277,308,096.06 -85.49%

主要因公司实施了2014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方案（每10股转增10股）

其他综合收益 17,692.46 -3,763.87 570.06% 主要是报告期内汇率变化所致

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

生额

上期年初至报告期末

发生额

增减幅度 变化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2,612,173.55 1,215,600.18 114.89% 消费税增加

财务费用 28,303,479.04 41,045,504.25 -31.04% 主要因报告期借款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104,664.41 1,727,055.95 -337.67% 应收帐款减少冲回坏帐准备

营业外收入 4,948,983.91 2,938,466.49 68.42% 如皋公司技改贴息奖励资金增加

营业外支出 840,432.62 1,810,561.50 -53.58% 江阴公司统一规费减少

7-9月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幅度 变化原因说明

营业总收入 543,285,911.88 774,078,275.39 -29.82% 产品价格下降

营业成本 482,739,042.85 701,861,723.37 -31.22% 原料价格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1,314,068.23 463,015.41 183.81% 消费税增加

财务费用 6,556,149.07 14,574,480.62 -55.02% 主要因当期借款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64,479.75 -455,219.94 245.97% 当期计提坏帐准备增加

营业外收入 1,024,787.58 1,675,461.58 -38.84% 当期取得政府补贴减少

营业外支出 250,362.65 562,500.00 -55.49% 当期江阴公司统一规费减少

所得税费用 1,913,117.14 6,399,457.19 -70.11% 销售公司利润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发

生额

上期年初至报告期末

发生额

增减幅度 变化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44,706,376.59 33,779,065.47 32.35% 收到的出口退税增加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1,823,967.37 4,581,111.74 158.10%

主要因公司产能扩大，加强应收款管理，应收款

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8,043,036.34 132,233,983.33 -78.79% 主要因公司在建项目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9,327,625.29 1,431,685,390.43 -54.65% 主要因报告期借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11,080,383.72 1,561,626,134.42 -41.66% 主要因报告期还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1,752,758.43 -129,940,743.99 -101.44% 主要因筹资需求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1,938,277.74 647,687.88 199.26% 主要因汇率变动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446,758.18 18,596,368.53 95.99%

主要因公司现金回款增加，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净额增加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5,363,919.93 103,009,756.54 50.82% 主要因公司现金回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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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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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铁江、惠宁、郑

江、徐卫、程国良

担任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的公司自然人股东郑铁江、惠

宁、郑江、徐卫、程国良承诺在其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公司上市后，上述人员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

过公司上市地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

过50%。

2010年08月

03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郑铁江、王亚娟

为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

能的直接或者间接的业务竞争，公

司控股股东郑铁江、王亚娟夫妇承

诺：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与公司现

在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

争关系的任何企业，不会在与公司

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企业中任职

或有其他利益，直至发生以下情形

终止：单独或合并持有的公司股份

均达不到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并列

第一大股东地位，且合并持有的公

司股份比例低于20％。

2010年08月

03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 增持承诺

公司2015年上半年减持过公司股票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 2015年7月10日起的六个月内，

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不少于其 2015�年上半年累计减持股票金额的

10%，上述人员有在本次股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 截止2015年9月30日上述人员还未开始增持，

承诺正常履行中。 上述人员有：董事、高管郑江先生，监事徐卫先生和程国良先生。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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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2.28 至 7,126.96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482.2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前期项目陆续投产，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经济效益逐步增长。

六、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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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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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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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百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55� � � � � � � � � � �证券简称：百川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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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宗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姚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舒时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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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571,282.95 930,691,120.15 5.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62,628,423.65 394,719,280.37 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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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96,861.50 -33.19% 315,833,281.95 -1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822,279.38 -82.70% 19,773,683.76 -2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55,103.77 -209.65% 11,071,705.14 -49.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77,275,344.65 -1,069.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85.71% 0.27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85.71% 0.27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1.10% 4.36% -2.6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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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2,550.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799.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29,370.67

合计 8,701,978.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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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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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宗明 境内自然人 28.52% 25,096,017 25,096,017

陈晓 境内自然人 10.65% 9,372,016 9,372,016

苏州嘉岳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10.23% 9,000,000 9,000,000

苏州文景九鼎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其他 6.82% 6,000,000 6,000,000

陈功林 境内自然人 3.60% 3,168,689 3,168,689

陈也寒 境内自然人 3.41% 3,000,000 3,000,000

张强 境内自然人 2.04% 1,794,940 0

周建乐 境内自然人 2.00% 1,758,900 0

芦可明 境内自然人 1.63% 1,432,610 0

张永恒 境内自然人 1.53% 1,3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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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强 1,794,940 人民币普通股 1,794,940

周建乐 1,75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8,900

芦可明 1,432,610 人民币普通股 1,432,610

张永恒 1,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

唐春燕 714,883 人民币普通股 714,883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67,100 人民币普通股 567,1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24,400 人民币普通股 524,400

宗傲蕾 467,2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200

陈园 221,354 人民币普通股 221,354

金勇华 2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陈宗明系陈晓及陈功林之父、陈也寒之外祖父，陈晓系陈宗明之长子，陈功林系陈

宗明之次子，陈也寒系陈宗明之外孙。 除此之外，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

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张强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794,940股，周建乐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1,758,900股，芦可明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271,610股，陈

园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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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变动情况及原因

1、本报告期末净资产比上年年末增加42.54%，主要原因是公司2015年6月份上市发行股票增加股本

22，000，000.00元，发行股票溢价增加资本公积126,135,459.52元，1-9月份实现净利润19，773，683.76

元所致；

2、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33.19%，主要原因是受建材、矿山等行业整体业绩下滑及宏观

经济下行的影响导致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下降所致；

3、本报告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82.70%，主要原因系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下

降33.19%，毛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1.97%，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上升7.21%所致；

4、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209.65%，主要原因

系同期净利润下降，而同期非经常性损益上升215.49%所致；

5、年初到报告期末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49.68%，主要原

因系同期营业收入下降18.89%，毛利率比去年同期下降1.45%，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上升2.61%，同期非

经常性损益上升125.48%所致；

6、年初到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度下降1069.63%，主要原因系销售产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下降127，019，671.15元所致；

7、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下降85.71%，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股票增加股本及本期利润比

去年同期下降所致；

8、本报告期稀释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下降85.71%，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股票增加股本及本期利润比

去年同期下降所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下降30.77%，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股票增加股本及本期

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稀释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下降30.77%，主要原因是公司发行股票增加股本及本

期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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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宁国市城市发展规划的需要，为推进城市建设，2014年6月28日，公司与宁国市土地收购储备中

心（以下简称“土地收储中心” ）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 ），补偿

协议约定：土地收储中心拟收回公司位于宁国市凤形路西侧的原生产、办公与职工生活区宗地，补偿金额

为42,900万元，其中对固定资产进行的补偿34,000万元、对搬迁费用支出及其他的补偿7,900万元、对项

目建设贷款利息补偿600万元、对停产停业形成的损失给予的补偿400万元；公司应在2014年10月31日前

向土地收储中心交付拟收回土地。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公司累计收到宁国市土地收购储备有限责任

公司支付的搬迁补偿款25,000万元，发生搬迁支出合计13,865.61万元。

公司计划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前提下，有序实施搬迁工作。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公司已拆除、

搬迁资产原值合计20,327.41万元，累计折旧10,880.80万元，账面净值9,446.61万元。

2015年7月20日公司与宁国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截

止2015年9月30日，乙方共收到甲方补偿款25000万元，尚有17900万元补偿款待支付。 具体支付安排如

下：

(1)、2015年12月30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收回补偿费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2)、2016年6月30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收回补偿费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3)、2016年12月30日前，甲方向乙方支付清剩余补偿款7900万元。

因宁国市政府的城市规划和自身发展所需，公司已完成被收回土地上生产经营活动的搬迁，本次土

地使用权回收不会对公司目前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协议约定收回土地使用权补偿款主要用于搬迁

支出，结余可用于新增固定资产等。 本次补充协议对原协议约定的土地移交时间、剩余补偿款支付时间

进行了修订及补充，有利于公司利益的保障。

2、为了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客户的沟通交流，充分展示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凤形股份”或“本公司” ）的企业形象，本公司于2015年9月20日在安徽省宁国市召开了“凤形” 牌耐

磨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应用交流会（以下简称“交流会” 或“本次会议” ），应邀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本公司

国内外主要客户代表，行业覆盖水泥、矿山、冶金、新型建材等行业。 与会代表通过听取介绍、参观公司及

相互交流，对凤形股份及“凤形” 牌耐磨材料产品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本次会议对巩固公司老用户，拓

展新用户有着积极的作用。

3、根据公司发展规划及经营需要，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竞争能力，公司决议以自有资金投资

设立“安徽省凤鑫耐磨材料成套装备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鑫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公司于2015年7月20日召开董事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凤鑫公司” 。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

无须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该全资子公司将充分利用本地

发展耐磨材料产业的资源优势，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将有助于母公司扩大规模及市场占有率，满足母公司

快速发展的需求，巩固并提高母公司综合竞争力。

4、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5年第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2015年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决定使用合计不超过6,000万元(单笔使用不超过2,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滚动使

用，同时授权副董事长陈晓先生或其指定人员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

件及办理有关手续。

公司利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保本型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充分考虑了

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及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度安排，不会影响到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通过购买保本型商

业银行理财产品，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对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产生积极

的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2015年07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召开“凤形” 牌耐磨材料新技术新

工艺应用交流会的公告

2015年09月2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15年07月20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

金管理的公告

2015年08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

展的公告（一）

2015年09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

展的公告（二）

2015年09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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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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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陈宗

明、陈晓

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其所

持有的股份

2012年02月

10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未有

违反上述承诺

的事项发生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陈宗

明、陈晓

本人所持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

的，其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

价；公司上市

后6个月内如

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的，

本人所持有公

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

6个月。 上述

减持价格和股

份锁定承诺不

因本人不再作

为公司控股股

东的变更、离

职而终止。

2014年02月

18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内未有

违反上述承诺

的事项发生

持股5%以上

股东苏州嘉岳

九鼎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苏州文景九鼎

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自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十二个月

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本人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

份。

2014年02月

12日

长期有效

告期内未有违

反上述承诺的

事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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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0% 至 -2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2,638.28 至 2,972.71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715.8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产品主要原材料废钢、生铁以及铬铁等价格大幅下降且持续低位运

行，公司产品售价也相应下降，导致营业收入、利润下降，公司下游主要

客户为水泥、矿山等行业，由于受宏观经济影响产能大幅下降，也对公司

产品销售收入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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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凤形耐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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