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0742

公司简称：一汽富维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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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金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万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冮明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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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6,200,681.74 6,502,767,850.85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3,831,237,041.50 3,634,090,753.32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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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448,753.50 169,021,697.87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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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6,096,036.00 8,219,345,067.37 -1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91,674,086.42 398,424,811.57 -2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1,437,836.40 397,569,793.68 -26.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78 10.67 减少2.8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8 1.88 -2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8 1.88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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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40.51 -110,5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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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515.96 1,131,547.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1,217,096.12 -737,669.60

所得税影响额 -48,541.38 -166,016.3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9,641.26 118,941.75

合计 -440,720.79 236,2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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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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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

公司

42,604,282 20.14 0 无 国有法人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

有限公司

9,975,606 4.7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鹏华改

革红利股票型证券

投资

2,639,447 1.25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邓群昌 2,525,600 1.2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杨明 2,005,918 0.95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成都南方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1,970,000 0.9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长春汽车研究所中

实改装车厂

1,550,374 0.7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吴秋云 1,437,000 0.68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佘雪娟 1,380,300 0.65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342,660 0.6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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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42,604,282 人民币普通股 42,604,282

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9,975,606 人民币普通股 9,975,6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资

2,639,447 人民币普通股 2,639,447

邓群昌 2,52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5,600

杨明 2,005,918 人民币普通股 2,005,918

成都南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9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0,000

长春汽车研究所中实改装车厂 1,550,374 人民币普通股 1,550,374

吴秋云 1,43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7,000

佘雪娟 1,380,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3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42,660 人民币普通股 1,342,6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为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

25%。 本公司未知其余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

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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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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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773,213,541.71 544,982,198.49 41.88 主要是合营企业分红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08,685,176.86 142,527,198.64 46.42 主要是预付设备款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7,241,877.00 145,148,968.00 77.23

主要是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04,962,983.34 76,589,507.59 37.05 主要是人工成本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18,400,905.38 23,663,031.12 -177.76 主要是待抵扣进项税所致

长期借款 207,235,923.27 117,597,226.12 76.23

主要是控股子公司长期贷款增加

所致

科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19,448,753.50 169,021,697.87 89.00

主要是到期应收票据承兑增加所

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412,325,369.16 264,780,799.19 55.72 主要是合营企业分红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12,092,909.00

主要是一汽财务有限公司增加注

册资本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48,000,000.00 -100.00

主要是上期子公司发生少数股东

投资收到的现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8,000,000.00 185,000,000.00 -52.43 主要是子公司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41,689,270.35 119,861,564.37 101.64 主要是分配股利支付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3,580,

406.18

-28,964,488.74 395.71 主要是分配股利支付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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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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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毅

日期 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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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5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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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南街139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795,08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现场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陈培玉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聘请的吉林

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1人，金毅、王玉明、付炳锋、李艰、朱启昕、赵树宽、孙立荣、刘

金全因事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杨延晨、冯玉玺因事未能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李文东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许万才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155,232 3.14 4,679,508 94.72 105,500 2.14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议案为普通议案，《 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未获通过.

2、《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关联股东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和长春一汽富

晟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福祥、杨桂芬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9日

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关于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及

《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吉林吉人

卓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

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要公告的信息资料一

起向社会公开披露，并依法对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为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

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

分的核查验证。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其副本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并无重大遗漏。 在此基础上，本所经办律师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公司于2015年9月29日召开第八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召开201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5年9月3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上刊载了《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

会的会议召集人、会议方式、现场会议时间、网络投票时间、现场会议地点、参会方法、审议

事项、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对象、会议登记事项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下午14：30在吉林省长春市东风南街

1399号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2015年10月2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15年10月28日9:15-15:00。

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所披露的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2人，代表股份4,940,2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3� %。

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均为

2015年10月21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

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召集。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对通知中列明的议案即《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当场进行表决，关联股东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长春一汽

富晟集团有限公司依法回避，未参与表决。 同时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未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合并统计的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表决结果，本

次股东大会《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表决票未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未获通过。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

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为《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一汽富维汽车零部件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

吉林吉人卓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孙福祥 经办律师：杨桂芬

经办律师：孙福祥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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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黄崇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勤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舜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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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9,877,911.46 3,810,907,306.84 -3.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88,918,383.09 2,196,737,477.32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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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80,557.85 288,251,369.70 -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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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2,762,292,756.14 3,407,932,839.97 -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721,856.79 27,513,369.70 -35.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91,689.27 19,132,525.98 -102.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0 1.23 减少0.4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6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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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071.11 -821,81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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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174,9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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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294.91 17,428,614.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7,458.04 565,846.6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2,534.19 -234,014.32

合计 -373,373.79 18,113,5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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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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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245,480,

000

46.06 质押

34,995,

000

境外法人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4,151,200 6.41 无 境外法人

STARRL�

INVESTMENT�

HOLDING�CO.,

LIMITED

14,529,500 2.73 无 境外法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时节好雨20号集合

资金信托

14,000,000 2.63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曹盈平 12,650,000 2.37 无 境内自然人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10,921,250 2.05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

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300,000 1.74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

信－聚惠1号证券结构化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230,000 1.36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实企业变革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60,932 1.16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嘉实基金－建设银行－

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

托嘉实基金公司混合型

组合

5,998,844 1.13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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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香港)有限公司 245,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5,480,000

智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4,15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4,151,200

STARRL�INVESTMENT�HOLDING�

CO.,LIMITED

14,52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29,5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时节好雨20

号集合资金信托

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

曹盈平 12,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650,000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10,921,250 人民币普通股 10,921,25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9,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0,000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信－聚惠1号证

券结构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3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企

业变革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60,932 人民币普通股 6,160,932

嘉实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

国人寿委托嘉实基金公司混合型组合

5,998,844 人民币普通股 5,998,8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未知其有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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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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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项目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

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

说 明

预付款项

48,663,

994.90

35,896,

963.87

35.57 预付原料款增多

应收利息

62,355,

648.85

34,897,

417.42

78.68 募集资金理财满3年，按3年期利率补计提利息

在建工程

235,592,

121.41

123,240,

953.44

91.16 子公司YCTL扩建

固定资产清理 54,297.57 - 100.00 固定资产清理未完成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负

债

-3,232,

784.17

1,436,

531.48

-325.04 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

应付帐款

51,050,

439.02

80,105,

544.48

-36.27 原料采购减少

应付利息 6,132,337.97

2,720,

763.96

125.39 短期借款利息未到期

应交税费

12,584,

609.27

4,155,

641.23

202.83 应缴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5,215,735.29

2,844,

084.99

83.39 汇率变动影响

长期借款

104,712,

478.51

- 100.00 YCTL扩建借款

递延收益

9,159,

716.61

14,655,

546.63

-37.50 收益按期实现

其他综合收益

-246,466,

876.79

-131,585,

925.77

87.30 外币报表折算差汇率变动影响

2.� �利润表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说 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692,602.59 988.90 69937.68 有价证券实现收益缴纳的营业税

财务费用

-1,251,

613.81

4,122,

889.15

-130.36 汇率变动

资产减值损失

31,944,

743.63

8,992,

854.68

255.22 价格下跌致增多

公允变动收益

-4,525,

951.16

-459,

980.38

883.94 投资有价证券变动

投资收益

21,954,

565.37

6,968,

950.16

215.03 投资有价证券实现收益

营业外支出 973,512.89 14,159.70 6775.24 固定资产报废

所得税费用

24,744,

316.17

9,228,

975.64

168.12 预缴所得税增多

3.� �现金流项目

项 目

年初至报告

期末

上年初至上

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说 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16,551,

328.60

1,420,

779.41

1064.95 子公司退回的消费税增多

收回投资所收到

的现金

1,020,155,

482.47

629,891,

714.43

61.96 部份资金循环理财到期

取得投资收益所

收到的现金

24,441,

504.51

2,111,

921.72

1057.31 理财利息及有价证券收益增多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到的现

金净额

150,906.74 559,679.51 -73.04 处置的资产市场价值低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55,733,

173.06

27,588,

391.57

464.49 YCTL扩建

投资所支付的现

金

1,061,213,

994.87

658,400,

394.28

61.18 部份资金做循环理财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5,711,

944.00

100.00 内保外贷到期保证金释放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33,443,

250.76

53,687,

486.67

-37.71 分配股利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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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履

行

期

限

是

否

及

时

严

格

履

行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未完

成履行

的具体

原因

如未

能及

时履

行应

说明

下一

步计

划

股

份

限

售

怡球 （香

港） 有限

公司、

太 仓

智胜商务

咨询有限

公司

在黄崇胜、林胜枝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

员的任职期间内， 两家公司每年转让的股份合

计不超过黄崇胜、林胜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以任何方

式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

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

五十。

长期 否 是

相

关

的

承

诺

解

决

同

业

竞

争

公司实际

控制人黄

崇 胜 、 林

胜枝夫妇

承诺人及承诺人子女与股份公司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 承诺人今后作为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或

控股股东或能够实际控制股份公司期间， 不会

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

于其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

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

何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承

诺人保证其子女在承诺人作为股份公司实际控

制人或控股股东或能够实际控制股份公司期

间，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其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

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

参与任何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

动。

长期 否 是

分红

境外子公

司

1、子公司马来西亚怡球：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

之二十；

2、子公司和睦公司和金城公司：每年度实

现的可分配净利润全额以现金形式分配予母公

司，并依据萨摩亚共和国、香港、中国相关法律

法规办理。

长期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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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 崇 胜

日 期 2015-10-29

股票代码：

601388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

2015-063

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第三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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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

定，2014年11月21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及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公司使用不超过6亿元（初始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该额度将根据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

银行理财产品。 本次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确定单笔投资理财

产品的额度不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

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内滚动投资。 现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公告如

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2014年度至2015年第二季度购买，本季度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业务协议编号：CSU00046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购买额度：3,85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184天，2015年3月30日—2015年9月30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理财产品为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年化收益率为：5.1%。

注： 截止三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5.1%，取得的收益为989,819.18元。

（二）本季度新增购买，已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宁波银行智能定期理财2号

购买额度：15,985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0天，2015年7月1日—2015年8月10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 、同业资产等金融资产。 产品年化

收益率为：4.5%。

注： 截止三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4.5%，取得的收益为788,301.37元。

2、产品名称：宁波银行智能定期理财2号

购买额度：16,064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2天，2015年8月17日—2015年9月28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债券及货币市场工具 、同业资产等金融资产。 产品年化

收益率为：3.4%。

注： 截止三季度末， 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该理财产品实际取得的年化收益率为

3.4%，取得的收益为628,476.49元。

（三）2014年度至2015年第二季度购买，本季度未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招商银行业务协议编号：CSU00024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购买额度：15,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64天，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2月18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理财产品为结构性存款产品，产品年化收益率为：4.60%。

2、产品名称：浦发银行14HH154期理财产品

购买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65天，2014年12月16日—2015年12月16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于现金、国债、地方政府债、央行票据、政策性金融债、评

级在AA及以上评级（对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承销的信用债，评级在A-（含）以上评级）

的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次级债、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ABS、ABN等

以及ABS次级档等信用类债券，回购、同业拆借、存放同业、货币基金以及信贷资产等符合

监管要求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 券商/基金/保险定向计划及信托计划等。 产品年化收益率

为：5.0%。

3、产品名称：农业银行“本利丰”人民币理财产品对公系列（苏市）20140042号理财产

品

购买额度：7,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65天，2014年12月25日—2015年12月25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 投资于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东吴-广东-东农2号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向香塘集团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5.0%。

（四）本季度新增购买，未到期理财产品

无

二、理财产品安全性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

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且单笔投资理财产品的额度不超

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百分之五，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与该银行保持联

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管，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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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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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于2015年10月27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

式通知全体监事。 参加本次会议监事应到3名,实到3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郭建昇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的经

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1388

股票简称：怡球资源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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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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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2015年10月27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总经理陈镜清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对商业银行作出授权书项下的授权及预留印鉴的议案》；

审议结果：表决票9�票，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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