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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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穆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健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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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333.12 1,046,581,814.06 -3.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24,527,433.56 343,439,944.09 8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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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3,387.56 2,803,879.33 -5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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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980,380.43 314,893,225.70 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213,889.47 35,129,051.87 1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4,201,401.76 27,987,813.48 22.2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29 10.19 减少1.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4637 0.4684 -1.0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4637 0.468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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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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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6,695.74 8,395,285.7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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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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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769,353.31 -1,382,798.0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4,047,342.43 7,012,4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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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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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福鞍控股有限

公司

60,956,250 60.96 60,956,250 质押 15,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士俊 7,125,000 7.13 7,1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万洪波 5,625,000 5.63 5,6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融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分红保险产

品

722,528 0.72 0 未知 其他

中融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352,894 0.35 0 未知 其他

蔡彪 346,049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阮寿国 312,700 0.3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融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万能险

270,000 0.27 0 未知 其他

穆建华 225,000 0.23 225,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融人寿保险有限

公司-万能保险产

品

199,900 0.20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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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保险

产品

722,528 人民币普通股 722,528

中融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保险

产品

352,894 人民币普通股 352,894

蔡彪 346,049 人民币普通股 346,049

阮寿国 312,7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险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700

中融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保险

产品

1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9,900

尹敏 188,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9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900

林苏武 17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600

杜建华 16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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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5,393,391.97 129,811,435.60 -34.22 主要为本期票据保证金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14,962,000.00 50,538,090.67 -70.39 主要为本期收到票据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274,521,497.78 192,926,162.51 42.29 主要为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5,266,137.09 23,282,492.47 51.47 主要为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29,880.20 454,386.39 -71.42 主要为本期收回出口退税所致

在建工程 6,281,277.41 29,806,240.56 -78.93 主要为在建工程转固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5,996,530.76 29,847,110.85 -79.91 主要为上期预付工程款、设备款转在建所致

短期借款 190,000,000.00 285,049,596.17 -33.34 主要为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68,722,500.00 120,780,505.00 -43.10 主要为本期偿还应付票据所致

应付账款 36,639,765.11 56,583,312.71 -35.25 主要为本期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369,985.36 4,940,434.57 -31.79 主要为本期预收账款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 606,300.20 -100.00 主要为本期应付利息已还清所致

应付股利 - 4,494,000.00 -100.00 主要为本期尚未分配股利所致

其他应付款 325,368.93 585,804.08 -44.46 主要为本期支付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 60,000,000.00 -100.00 主要为借款到期偿还所致

长期借款 30,000,000.00 110,000,000.00 -72.73 主要为偿还长期借款所致

股本 100,000,000.00 75,000,000.00 33.33 主要为本期新股发行所致

资本公积 388,256,944.86 173,383,344.86 123.93 主要为本期新股溢价发行所致

未分配利润 118,160,154.70 76,946,265.23 53.56 主要为本期尚未分配股利所致

2. 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3,982,517.74 1,910,978.85 108.40 主要为本期增值税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4,289,209.54 24,337,351.61 -41.29 主要为本期偿还贷款所致

营业外支出 720,495.94 50,000.00 1340.99 主要为本期支付手续费增加所致

项目 2015年7-9月 2014年7-9月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08,045.61 1,009,201.09 59.34 主要为本期增值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956,250.26 2,201,636.85 -56.57 主要为本期运输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415,299.56 6,764,539.18 -79.08 主要为本期偿还贷款所致

营业外收入 4,816,695.74 1,519,061.91 217.08 主要为本期收到政府补助款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517,830.27 988,800.93 255.77 主要为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率% 主要原因

收到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1,363,262.72 16,275,773.61 92.70 主要为收到其他有关现金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

费

27,014,123.17 18,812,543.05 43.60 主要为本期支付的税金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17,825,784.06 50,439,615.83 -64.66 主要为上期支付其他现金增多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

172,139,435.22 359,052,978.18 -52.06 主要为本期贷款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

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7,599,331.31 51,109,780.00 -65.57

主要为上期分配股利本期尚未分配股

利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

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3,127,553.22 76,480.00 3989.37 主要为本期汇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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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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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

售

实际

控制

人吕

世平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公开发行前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间接持有的股份。 在任职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申报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 上述承诺不因其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

失效。

2014/04/14

上市后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

售

控股

股东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所持福鞍重工股票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福鞍重工

上市后六个月内如福鞍重工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福鞍重工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六个月。 如遇除权除息，上述减持价格及

收盘价均作相应调整。

2014/04/14

上市后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

售

持股

5%以

上股

东李

士俊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申报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所持福鞍重

工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福鞍重工上市后六个月内如福鞍重工股

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福鞍重

工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如遇除权除息，

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均作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不

因其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2014/04/14

上市后12个月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

售

持股

5%以

上股

东万

洪波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持有的股份。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申报离

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上述承诺

不因其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2014/04/14

上市后12个月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限

售

间接

持股

5%以

上股

东吴

迪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014/04/14

上市后36个月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实际

控制

人吕

世平

吕世平（以下简称“本人” ）作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重工” ）的实际控制人，

特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福鞍重工及

其下属企业除外，下同）的现有业务与福鞍重工（含

福鞍重工下属企业，下同）的现有业务不构成同业

竞争。

二、为避免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将来与

福鞍重工发生同业竞争，本人进一步作出以下明示

且不可撤销的承诺。

1、本任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

等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者协助从事或

参与任何与福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

形式支持除福鞍重工以外的其他第三方从事与福

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其他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介入任何与福鞍重工目前及今

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2012/02/23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控股

股东

辽宁福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作为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重

工” ）的控股股东，特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公司及下属企业（福鞍重工及其下属企

业除外，下同）的现有业务与福鞍重工（含福鞍重工

下属企业，下同）的现有业务不构成同业竞争。

二、为避免本公司及下属企业将来与福鞍重工

发生同业竞争，本公司进一步作出以下明示且不可

撤销的承诺。

1、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包括

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承包或

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等形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者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福

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形式支持

除福鞍重工以外的其他第三方从事与福鞍重工目

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3本公司及下属企业保证不以其他任何方式直

接或间接介入任何与福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持股

5%以

上股

东李

士俊

李士俊（以下简称“本人” ）作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重工” ）持有5%以上股

份的主要股东，特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福鞍重工及

其下属企业除外，下同）的现有业务与福鞍重工（含

福鞍重工下属企业，下同）的现有业务不构成同业

竞争。

二、为避免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将来与

福鞍重工发生同业竞争，本人进一步作出以下明示

且不可撤销的承诺。

1、本任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

等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者协助从事或

参与任何与福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

形式支持除福鞍重工以外的其他第三方从事与福

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其他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介入任何与福鞍重工目前及今

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持股

5%以

上股

东万

洪波

万洪波（以下简称“本人” ）作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重工” ）持有5%以上股

份的主要股东，特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福鞍重工及

其下属企业除外，下同）的现有业务与福鞍重工（含

福鞍重工下属企业，下同）的现有业务不构成同业

竞争。

二、为避免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将来与

福鞍重工发生同业竞争，本人进一步作出以下明示

且不可撤销的承诺。

1、本任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

等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者协助从事或

参与任何与福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

形式支持除福鞍重工以外的其他第三方从事与福

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其他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介入任何与福鞍重工目前及今

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2012/02/23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间接

持股

5%以

上股

东吴

迪

吴迪（以下简称“本人” ）作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福鞍重工” ）间接持有5%以上

股份的主要股东，特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福鞍重工及

其下属企业除外，下同）的现有业务与福鞍重工（含

福鞍重工下属企业，下同）的现有业务不构成同业

竞争。

二、为避免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将来与

福鞍重工发生同业竞争，本人进一步作出以下明示

且不可撤销的承诺。

1、本任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

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

等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者协助从事或

参与任何与福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任何

形式支持除福鞍重工以外的其他第三方从事与福

鞍重工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3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下属企业保证不以其他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介入任何与福鞍重工目前及今

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

2012/02/23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稳定股

价

公司

福鞍重工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

续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其最近一期

经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该期末公

司股份总数，下同）情形时（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

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

整），则相关主体启动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

公司承诺：

（1）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的措施实施完毕，

公司股价仍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低于最

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福鞍重工将在该情

形出现5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拟定回购股份的方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

除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之外，

还应符合下列各项：

①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② 公司单一年度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

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20%；

③ 公司单一会计年度用以稳定股价的回购资

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的50%；

④ 公司回购股份的方式可为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要约方式或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⑤ 公司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

⑥ 回购结果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及股本规

模不符合上市条件。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

不再继续实施。

如公司未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

措施，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014/04/14

上市之日起三

年内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稳定股

价

控股

股东

福鞍重工股票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

续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其最近一期

经审的每股净资产（每股净资产=合并财务报表中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权益合计数÷该期末公

司股份总数，下同）情形时（若因除权除息等事项致

使上述股票收盘价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

净资产不具可比性的，上述股票收盘价应做相应调

整），则相关主体启动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1）福鞍控股将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具体条

件成就后10个交易日内提出增持福鞍重工股份的

方案（包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价格区间、完成时间

等），并依法履行所需的审批手续，在获得批准后的

3个交易日内通知公司，公司应按照相关规定披露

福鞍控股增持股份的计划。

（2）福鞍控股增持公司股份，除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之外，还应符合下列各

项：

① 福鞍控股增持公司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② 福鞍控股单一年度用于股份增持的资金为

不少于其最近一次从福鞍重工获得现金分红的

20%；

③ 单一年度福鞍控股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资

金不超过其最近一次从福鞍重工获得现金分红的

5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

不再继续实施。

如福鞍控股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

满足时，未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

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

上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停止在福鞍重工获得股东分

红，同时其拥有的福鞍重工股份不得转让，直至公

司股票收盘价高于每股净资产或其按上述预案的

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4/04/14

上市之日起三

年内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回

购

公司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如果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

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

影响的，公司应在构成重大、实质影响事项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之日次一交易日公告，并

将依法回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不含原

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回购价格按照发行价加算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日至股票回购公告日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确定。 公司董事会在公告后的10个交易

日内制定股份回购预案并公告，按证监会、交易所

的规定和预案启动股份回购措施。

如果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

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

影响的，福鞍控股将同意或督促福鞍重工依法回购

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不含原股东公开发售的

股份），或由其按照上述回购价格购买首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新股，并按照回购价格购回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已公开发售的股份。

若公司未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措施，应在公司

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上

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014/04/14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回

购

控股

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福鞍控股承诺：

如果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

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

影响的，公司应在构成重大、实质影响事项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之日次一交易日公告，并

将依法回购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不含原

股东公开发售的股份），回购价格按照发行价加算

首次公开发行完成日至股票回购公告日银行同期

存款利息确定。 公司董事会在公告后的10个交易

日内制定股份回购预案并公告，按证监会、交易所

的规定和预案启动股份回购措施。

如果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

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

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

影响的，福鞍控股将同意或督促福鞍重工依法回购

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不含原股东公开发售的

股份），或由其按照上述回购价格购买首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新股，并按照回购价格购回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时已公开发售的股份。

若福鞍控股未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措施，应在

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

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上述事项发生

之日起停止在公司获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拥有的福

鞍重工股份不得转让，直至其按上述承诺的规定采

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4/04/14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赔偿损

失

公司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如果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其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公司若未按

上述承诺采取相应措施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

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

2014/04/14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赔偿损

失

实际

控制

人吕

世平

公司实际控制人吕世平承诺：如果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其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其未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措施：

公司实际控制人吕世平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

采取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

众投资者道歉。

2014/04/14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赔偿损

失

控股

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福鞍控股承诺：如果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招股意向书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其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若其未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措施：

控股股东福鞍控股应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

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

资者道歉；并在上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停止在公司获

得股东分红，同时其拥有的福鞍重工股份不得转让，

直至其按上述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

完毕时为止。

2014/04/14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减

持

控股

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福鞍控股就公司上市后其所持公司

股份的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声明如下：

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每

年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所持有的福鞍重工股份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

除权除息，减持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且将提前3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其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

入归公司所有，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

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14/04/14

上市之日起5

年内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减

持

持股

5%以

上股

东李

士俊

李士俊就公司上市后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持股意向

和减持意向声明如下：

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每

年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所持有的福鞍重工股份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

除权除息，减持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且将提前3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其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

入归公司所有，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

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14/04/14

上市之日起3

年内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股份减

持

持股

5%以

上股

东万

洪波

万洪波就公司上市后其所持公司股份的持股意向

和减持意向声明如下：

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的，每

年减持的股份合计不超过所持有的福鞍重工股份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如遇

除权除息，减持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且将提前3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

如其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

入归公司所有，其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收

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如因其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14/04/14

上市之日起3

年内

是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公司

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如果公司未能履行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已作出的声明和承诺，将在公

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

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014/04/14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控股

股东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辽宁福鞍

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如果福鞍控股未能履行在福鞍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已作出的声明和承

诺，包括但不限于《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将在

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

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上述事项发生

之日起停止在福鞍股份获得股东分红，同时福鞍控

股拥有的福鞍股份的股份不得转让，直至福鞍控股

按上述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

为止。

2014/04/14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实际

控制

人吕

世平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吕世平承

诺：

如果本人未能履行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已作出的声明和承诺，将在公

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媒体

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

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014/04/14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持股

5%以

上股

东李

士俊

李士俊承诺：如果本人未能履行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已作出的声明和承诺，

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

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上述事项

发生之日起停止在福鞍股份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

人拥有的福鞍股份的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上

述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4/04/14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其他

持股

5%以

上股

东万

洪波

万洪波承诺：如果本人未能履行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已作出的声明和承诺，

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

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未采取上述措施的具体原因并

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在上述事项

发生之日起停止在福鞍股份获得股东分红，同时本

人拥有的福鞍股份的股份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上

述承诺的规定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实施完毕时为止。

2014/04/14

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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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穆建华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7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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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简称“福鞍机械”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福鞍机械担保金额为3000

万元。 截止目前，公司为福鞍机械累计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担保概述

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拟在鞍山商业银行申请人民币贷款3000万元，公司为上述

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1年。

2、2015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二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会议通过

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该项议案赞同票9票，反对票0

票，弃权0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地 址：辽宁省鞍山市千山区鞍郑路8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机械制造、加工；结构件制作；设备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展开经营活动。 ）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福鞍机械总资产23461万元；净资产12527万元；营业收入5558万元；净利润

556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福鞍机械总资产21236万元；净资产13091万元；营业收入3815万元；净利

润563万元。

福鞍机械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拟在鞍山商业银行申请人民币贷款3000万元，公司为上述

贷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1年。

四、董事会意见

截止2015年9月30日，福鞍机械资产负债率为38.36%，福鞍机械具备到期偿还全部贷款的能力，同意

公司为福鞍机械上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5.76%，均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福鞍机械的担保。 增加此次担保后，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为8000万元，占公司2014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5.22%。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会决议

（二）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券代码：

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5-026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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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28日上午10:00在公司四楼会议室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公司于2015年10月2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 本次董事会会

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会议由董事长吕世平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有关人

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

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公司 2015�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其全文详见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 2015�年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的公司2015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

议案二：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吕世平回避表决，通过。

同意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申请人民币80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为一年，公司将自

有房产及土地抵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并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共同在当地

相关产权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文件，由辽宁福鞍控股有限公司及吕世平先生为此笔授信额度提供连带担保

责任。

议案三：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

详见临2015-027号《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辽宁福鞍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贷款提

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315

公司简称：福鞍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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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德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朝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有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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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2,040,622.94 6,822,706,303.94 -1.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21,063,109.34 1,255,398,624.58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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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497,156.18 109,506,081.44 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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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755,435.56 2,039,356,265.23 -16.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260,173.59 12,163,520.74 -31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2,251,247.89 8,668,058.51 -472.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2 0.96 减少3.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3 0.034 -314.7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3 0.034 -31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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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4,637.32 2,521,876.0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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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518.52 5,403,314.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

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

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

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

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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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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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074,748.59 -2,109,320.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24,189.50 -229,228.1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5,387.92 404,431.60

合计 3,372,605.67 5,991,07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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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2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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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状

态

数量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

限公司

357,000 144,152,644 40.14 质押 80,000,00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

合

14,430,284 14,430,284 4.02 无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2,732,000 2,732,000 0.76 无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欧盛世成长分级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380,000 2,432,600 0.68 无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永裕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60,000 2,275,710 0.63 无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

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

金

2,148,375 2,148,375 0.60 无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安国企改革主

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800,000 1,800,000 0.50 无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

信－聚惠5号证券结构

化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742,010 1,742,010 0.49 无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苏州寒山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1,700,000 1,700,000 0.47 无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兴星华福1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000,000 1,566,746 0.44 无 0.00

境内非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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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144,152,644 人民币普通股 144,152,64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五组合 14,430,284 人民币普通股 14,430,28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73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2,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2,432,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2,6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永裕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75,710 人民币普通股 2,275,710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中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2,148,375 人民币普通股 2,148,37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国企改革主题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万信－聚惠5号证券结构化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42,010 人民币普通股 1,742,010

苏州寒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星华福1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566,746 人民币普通股 1,566,74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0.14％的股份，为公司控股

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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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增减比例 说明

应收票据 416,315,485.64 253,197,170.04 -39.18%

本期销售回款下降及银行承兑汇票

贴现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213,748,684.66 381,748,305.98 78.60% 本期赊销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5,617,963.72 7,909,186.31 -77.79%

本期将应交税费科目借方余额列入

其他流动资产科目所致

负债 年初数 期末数 增减比例 说明

预收款项 103,019,433.99 33,670,939.30 -67.32% 本期预收货款下降所致

其他应付款 114,598,895.69 209,594,150.82 82.89% 本期单位往来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925,951,573.19 1,251,735,604.04 35.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和长期应付

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952,500,000.00 478,875,000.00 -49.72%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利润 2015年9月 2014年9月 增减比例 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355,446.56 21,856,426.16 57.19% 本期增值税附加税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8,127,550.55 15,078,804.33 -46.10% 本期计提的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8,899,439.59 1,400,000.00 -735.67%

本期对江西兰太长期股权投资按权

益法核算所致

营业外收入 8,128,612.01 4,970,893.99 63.52%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312,741.15 1,254,046.37 84.42%

本期昆仑碱业罚款及滞纳金增加所

致

所得税费用 4,778,166.08 -4,182,395.65 不适用 本期计提递延所得税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项目 2015年9月 2014年9月 增减比例 说明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454,740,243.12 1,059,971,126.50 37.24% 本期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79,879.62 759,665.75 -63.16% 本期收到的税费返还较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76,612,363.75 115,174,980.20 53.34%

本期增值税及附加等其他税款增加

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10,793,201.53 86,008,345.24 261.35%

本期火车运费及各类保证金增加所

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收到的现

金净额

1,526,581.00 0.00 不适用

本期收到处置江西兰太股权尾款所

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31,041,591.95 13,162,674.46 135.83% 本期无形资产投资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1,154,680,000.00 1,764,800,000.00 -34.57% 本期贷款降低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642,500,000.00 340,000,000.00 88.97% 本期融资租赁业务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537,168,994.22 171,428,830.69 213.35%

本期融资租赁业务支付的租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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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4日，董事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开披露《关于筹划非公

开发行股票事项停牌公告》；2月9日，董事会筹备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等八项议案，同时发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复牌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数量不

超过8,354万股，发行价格不低于8.69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26亿元，主要用于：一是年产

20万吨精制盐技改项目；二是用于盐藻健康生态产业链建设；三是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月3日，董

事会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

题的批复》，公开披露进展公告；4月28日，董事会组织召开了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6月15日，董事会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该行政许可申请正式被受理；

10月13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通过中国证监会初审会审核，并提交发审会；10月23日，公司收到中

国证监会发审会关于该申请获得通过的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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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盐吉

兰泰盐

化集团

有限公

司

2003年，公司与内蒙古华康药业经销

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兰太药业（现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

东--内蒙古吉兰泰盐化集团公司

（现更名为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

公司）承诺在药品生产经营上不会与

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2003年3月31

日

否 是

其他

中盐吉

兰泰盐

化集团

有限公

司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

51号）的相关规定，控股股东中盐吉

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2015

年7月10日起在未来六个月内增持本

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

300万元，并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

本公司股份。

承诺时间：

2015年7月10

日，承诺期限：

六个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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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德禄

日期 2015-10-29

公司代码：

600328

公司简称：兰太实业

B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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