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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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世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邱贤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吕祥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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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4,690,003.33 20,570,917,509.41 -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396,591,125.36 13,246,442,209.29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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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391,939.47 1,954,524,095.39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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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1,727,763.18 3,312,263,396.16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55,184,067.01 1,432,546,595.44 -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72,783,403.69 1,307,470,514.73 -1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22 10.99 减少0.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30 -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8 0.3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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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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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70.95 635,3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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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1,679.17 9,289,841.4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903,574.58 83,055,3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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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7,162.24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8,515,901.95 57,101,735.28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2,818,225.00 7,668,67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08,732.36 21,618,043.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06,632.77 32,441,776.02

持有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

取得的分红

收益

所得税影响额 -6,182,402.52 -32,185,187.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085.26 17,935.09

合计 35,025,529.00 182,400,66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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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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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3,605,960,

689

75.12 0 无 0 国有法人

重庆苏渝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645,000,000 13.4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11,329,487 2.32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26,953,900 0.56 0 未知 未知

百达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百达全球精

选基金－全球公用

事业股票基金（交

易所）

17,286,559 0.36 0 未知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方消

费活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16,144,758 0.34 0 未知 未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商领

先企业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0,004,869 0.21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四组合

9,999,836 0.21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9,269,178 0.19 0 未知 未知

吴绮绯 6,010,512 0.1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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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3,605,960,689 人民币普通股 3,605,960,689

重庆苏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64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1,329,487 人民币普通股 111,329,48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953,9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53,900

百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百达全

球精选基金－全球公用事业股票

基金（交易所）

17,286,559 人民币普通股 17,286,55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6,144,758 人民币普通股 16,144,75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4,869 人民币普通股 10,004,86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9,999,836 人民币普通股 9,999,83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9,269,178 人民币普通股 9,269,178

吴绮绯 6,010,512 人民币普通股 6,010,5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重庆苏渝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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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外公司

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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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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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元） 年初余额（元） 变动金额（元） 变动幅度(%) 注释

货币资金 5,953,356,914.45 4,092,165,719.53 1,861,191,194.92 45.48 注1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

资产

4,535,352.88 -4,535,352.88 -100.00 注2

应收票据 1,000,000.00 -1,000,000.00 -100.00 注3

预付款项 252,820,506.22 131,952,469.88 120,868,036.34 91.60 注4

应收利息 3,037,615.31 -3,037,615.31 -100.00 注5

其他应收款 556,612,010.45 3,546,063,432.05 -2,989,451,421.60 -84.30 注6

存货 366,508,624.98 241,606,203.94 124,902,421.04 51.70 注7

应付票据 40,000,000.00 40,000,000.00 不适用 注8

预收款项 921,070,423.73 603,825,752.36 317,244,671.37 52.54 注9

应交税费 178,372,874.00 127,126,017.06 51,246,856.94 40.31 注10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36,950,238.99 1,797,872,722.07 -1,760,922,483.08 -97.94 注11

递延所得税

负债

1,872,429.39 2,813,493.85 -941,064.46 -33.45 注12

其他综合收

益

-3,052,819.91 1,982,331.03 -5,035,150.94 -254.00 注12

注1：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委托理财29亿元、收回委托理财和委托贷款本金共计60.5亿

元以及支付股利12亿元所致；

注2：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注3：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兑现所致；

注4：主要系报告期内所属子公司重庆公用事业建设有限公司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注5：主要系报告期内定期存款到期减少所致；

注6：主要系截止报告期末委托理财余额减少30亿元所致；

注7：主要系报告期内工程施工增加所致；

注8： 系报告期内所属子公司重庆公用事业建设有限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支付工程

款所致；

注9：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注10：主要系报告期末应交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增加所致；

注11：主要系报告期内兑付“05渝水务” 企业债券本息所致；

注12：主要系报告期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2.利润表

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元）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元）

变动金额（元） 变动幅度(%) 注释

营业收入 3,091,727,763.18 3,312,263,396.16 -220,535,632.98 -6.66 注1

销售费用 86,412,046.74 53,782,439.03 32,629,607.71 60.67 注2

资产减值损失 -9,747,266.69 17,166,633.58 -26,913,900.27 -156.78 注3

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78,805.76 -78,805.76 -100.00 注4

投资收益 210,094,669.92 125,399,515.37 84,695,154.55 67.54 注5

营业外支出 3,423,194.39 5,401,251.64 -1,978,057.25 -36.62 注6

利润总额 1,376,898,706.68 1,452,948,524.58 -76,049,817.90 -5.23 注7

注1：主要系报告期工程施工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以及污水处理结算价格口径不一致

引起污水处理收入减少所致。 公司上年同期因第三期污水处理结算价格未予核定而暂按

第二期价格3.25元/立方米确认污水处理收入（2014年12月已按第三期结算价格2.78元/立

方米调整当年污水处理收入），剔除污水处理结算价格口径不一致引起收入减少27,967.96

万元因素影响后，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同比增加5,914.40万元，增幅为1.95%；

注2：主要系报告期所属自来水企业户表改造支出费用化增加所致；

注3：主要系报告期内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减少而引起计提的坏账准备相应减少所致；

注4：主要系报告期内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注5：主要原因一是因上年同期处置重庆信托股权时将持股期间已冲减公司资本公积

的5,317.29万元按规定调整为核减投资收益，而本期无此因素，引起投资收益增加5,317.29

万元，二是报告期内委托贷款和委托理财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476.74万元所致；

注6：主要系报告期内资产报废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注7：主要系公司上年同期因第三期污水处理结算价格未予核定而暂按第二期价格3.25

元/立方米确认污水处理收入（2014年12月已按第三期结算价格2.78元/立方米调整当年污

水处理收入），剔除污水处理结算价格口径不一致引起利润减少27,967.96万元因素影响

后，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同比增加20,362.98万元，增幅为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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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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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

诺

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限 是否及时严格履行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重

庆

市

水

务

资

产

经

营

有

限

公

司

根据2007�年10�月12�日重庆市

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本公

司签署了 《避免同业竞争协

议》，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承诺该公司及其下属企业

不会，并促使该公司之参股企业

不会与本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

竞争，并赋予（包括但不限于）

本公司的优先交易及选择权、优

先受让权、政府投资项目优先收

购权等。

2007年10月12日水务资产公司与本

公司签署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长

期有效，除发生以下情形（以较早为

准）：（1）水务资产公司及其任何下

属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本公司的股

本权益而可在本公司股东大会上行

使或控制行使的投票权低于30%，或

（2）水务资产公司不能控制本公司

董事会的大部分成员，或（3）本公

司股份终止在中国境内证券交易所

上市。

报告期内，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

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双方签订的

《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的有关规

定履行相关承诺。 水务资产公司

与本公司签署的《避免同业竞争

协议》有效期内，水务资产公司

未来将继续按照《避免同业竞争

协议》的相关约定，一旦“保留业

务” 项目正式投入运行达到市场

化运行条件后， 将在三个月内启

动程序注入本公司， 避免与公司

产生同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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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世安

日期 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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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李刚 董事 工作原因 王为民

刘平春 董事 工作原因 葛铁铭

1.3�公司负责人王为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闫建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陈文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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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67,030,661.60 14,700,790,200.05 9.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967,635,254.13 10,097,685,688.25 8.62

每股净资产 11.23 10.34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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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844,841.08 969,421,272.05 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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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94,749,154.05 14,536,205,599.55 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18,613,319.16 1,192,409,978.38 1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11,024,072.46 1,182,901,907.24 1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2.43 12.57 减少0.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3507 1.2214 10.5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1.3507 1.2214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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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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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92.45 10,3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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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2,272.75 2,962,585.10

主要为下属企业收到政府支付

的包机奖励、经营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6,577,925.28 8,713,649.35

所得税影响额 -2,167,278.14 -2,756,166.7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57,825.37 -1,341,124.66

合计 5,962,086.97 7,589,2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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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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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

公司

539,846,100 55.30 0 无 国有法人

华侨城集团公司 92,567,415 9.48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29,191,832 2.99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17,942,365 1.84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7,301,400 0.75 0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国有企业改革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6,289,631 0.64 0 未知 未知

DEUTSCHE�BANK�

AKTIENGE-

SELLSCHAFT

6,093,084 0.62 0 未知 未知

国泰君安－建行－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有限公司

5,322,153 0.55 0 未知 未知

科威特政府投资

局－自有资金

4,569,679 0.47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三组合

4,541,690 0.4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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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 539,846,100 人民币普通股 539,846,100

华侨城集团公司 92,567,415 人民币普通股 92,567,41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191,832 人民币普通股 29,191,83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942,365 人民币普通股 17,942,36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301,4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1,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

6,289,631 人民币普通股 6,289,631

DEUTSCHE�BANK

AKTIENGESELLSCHAFT

6,093,084 人民币普通股 6,093,084

国泰君安－建行－香港上海汇丰银

行有限公司

5,322,153 人民币普通股 5,322,153

科威特政府投资局－自有资金 4,569,679 人民币普通股 4,569,67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4,541,690 人民币普通股 4,541,6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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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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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

期金额）

期初余额@（或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百分比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0.00 13.63 -100.00 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全部收到解付款

应收账款 121,263.69 88,399.65 37.18 旅游旺季导致信用期内的应收款项增加

预付款项 84,970.50 55,580.35 52.88 预付旅游业务采购成本增加

应收利息 0.00 743.24 -100.00 期初应收利息在本期收回

应收股利 488.05 0.00 不适用 本期新增应收联营企业的股利

其他流动资产 213,150.21 31,203.28 583.10 本期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08.91 258.89 57.95 下属企业持有的锦江投资股价上涨

短期借款 12,700.00 7,000.00 81.43 票务业务规模增长

预收款项 124,246.29 74,546.11 66.67 预收旅游团款增加

应付利息 22.44 16.13 39.12 银行借款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3.56 1.44 147.22 下属企业一年内有效积分奖励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6.93 483.22 -30.27 部分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减少

财务费用 77.01 -1,965.60 不适用 汇兑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12,601.48 8,620.84 46.17 本期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增加

营业外收入 1,295.93 1,885.98 -31.29 同期清理5年以上无需支付的往来款

营业外支出 127.27 262.59 -51.53 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损失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

额

241.01 156.15 54.35 外币汇率波动加大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6,246.98 -65,656.41 不适用 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0,264.73 -43,379.27 不适用 本期上市公司分红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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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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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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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为民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601888

股票简称：中国国旅 公告编号：临

2015-041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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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于2015年10月2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15年10月28日在公司七层会

议室召开。此次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3人：王为民、葛铁铭、杨有红。李刚

董事因工作原因不能参加会议，委托王为民董事代为出席和表决；董事刘平春

因工作原因不能参加会议，委托独立董事葛铁铭代为出席和表决。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王为民董事长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

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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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王春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春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范勇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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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9,263,023.59 2,646,979,484.10 26.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7,501,760.59 1,691,256,854.28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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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543,785.13 245,175,719.11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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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962,460.81 2,206,668,972.83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5,574,736.31 144,684,414.68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3,497,438.33 144,283,836.98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5 8.78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6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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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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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9,836.42 1,387,3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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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93.79 45,975.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649.35 1,333,843.3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37,919.88 -691,793.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713.35 1,916.86

合计 690,046.33 2,077,2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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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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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1,760,000 55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8,380,414 2.08 0 未知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73,000 1.21 0 未知 其他

翁如山 2,916,350 0.7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建设银行

2,303,129 0.57 0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牛

创新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10,600 0.45 0 未知 其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73,610 0.39 0 未知 其他

张越 1,541,100 0.3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孔斌 1,162,900 0.2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翁新跃 1,003,538 0.2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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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1,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760,0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8,380,414 人民币普通股 8,380,41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8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73,000

翁如山 2,916,350 人民币普通股 2,916,3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建设银行

2,303,129 人民币普通股 2,303,12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牛创新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1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60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73,610 人民币普通股 1,573,610

张越 1,54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1,100

孔斌 1,162,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2,900

翁新跃 1,003,538 人民币普通股 1,003,5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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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同比增减（%）

货币资金 173,334.38 93,097.60 86.19%

其他流动资产 1,528.44 1,173.32 30.27%

在建工程 183.82 49.38 272.30%

应付账款 2,365.42 4,802.40 -50.75%

应付债券 69,300.00 - -

（1）货币资金比上年末增长86.19%，主要是本期收到发行公司债款项所

致；

（2）其他流动资产比上年末增长30.27%%，主要是由于期末待抵扣进项

税及预缴其他税费增加所致；

（3）在建工程比上年末增长272.30%，主要是由于我公司下属海依捷公

司新设4S店本期增加在建工程所致；

（4）应付账款比上年末下降50.75%，主要是由于孙公司海之沃本期偿付

供应商款项增加所致；

（5）应付债券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同比增减（%）

投资收益 343.50 234.00 46.79%

营业外收入 371.56 102.39 262.87%

营业外支出 94.84 51.42 84.44%

（1）投资收益较上期增加46.79%，主要是由于本期取得的被投资单位分

红增加所致；

（2）营业外收入较上期增加262.87%，主要是由于子公司租赁公司处置

固定资产所致；

（3）营业外支出较上期增加84.44%，主要是由于子公司公交驾校及海依

捷下属部分4S店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同比增减（%）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5,526.93 15,306.35 -63.8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1,040.14 212.20 390.16%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646.13 347.11 86.15%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3,419.25 8,982.93 -61.94%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795.00 2,450.00 -67.55%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69,300.00 - -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77.72 376.92 159.40%

（1）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63.89%，主要是由于本期其他

往来款及付现费用下降所致； @（2）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90.16%，主要是由于公司租赁公司处置

固定资产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3）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86.15%，主要是由

于本期较上年同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4）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

少61.94%，主要是由于子公司公交驾校本期固定资产等购置减少所致；

（5）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67.55%，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

的少数股东投资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6）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增加6.93亿

元，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所致；

（7）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59.40%，主要是

由于本期部分孙公司银行手续费、承兑贴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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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委托理财情况：

2015年8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阶

段性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向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亦庄支行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购买了

保本非固定期限型和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共计46,000万元，预计收益597.30万元。 因理财产品尚未到期，本报

告期未取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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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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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春杰

日期 2015-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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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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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北巴传

媒” ）于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的董事应

到9人，实到9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一致通过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

要》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全文将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原《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进行修订。《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全文将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86

公司简称：北巴传媒

公司代码：

601888

公司简称：中国国旅

公司代码：

601158

公司简称：重庆水务

B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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