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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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张晓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庄明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胡基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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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9,966,700.66 3,480,878,887.25 3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3,091,257,521.09 2,002,741,996.72 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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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126,086.48 -13,287,382.90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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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5,775,584.62 4,298,193,186.63 -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98,207,719.12 32,198,866.24 -40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05,144,105.01 -26,474,183.6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3.86 1.61 减少5.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2 -4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2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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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552.80 18,0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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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16.00 6,774,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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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8,951.25 2,781,559.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7,550.10 -1,880,054.31

所得税影响额 -173,125.62 -714,728.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58.23 -42,412.45

合计 -6,105,799.94 6,936,3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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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8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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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

限公司

245,058,255 13.85 0 冻结 3,285,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44,444,444 2.51 44,444,444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广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34,188,034 1.93 34,188,034 质押 34,188,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27,350,427 1.54 27,350,42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信瑞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22,222,222 1.26 22,222,22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2,222,222 1.26 22,222,22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2,222,222 1.26 22,222,22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22,222,222 1.26 22,222,22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睿金－汇赢通45

号单一资金信托

10,919,800 0.62 0 无 未知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睿赢16号单一资

金信托

9,727,900 0.5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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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245,058,255 人民币普通股 245,058,25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睿

金－汇赢通45号单一资金信托

10,91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19,8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睿赢

16号单一资金信托

9,727,900 人民币普通股 9,727,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邦新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946,500 人民币普通股 6,946,5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123,800 人民币普通股 5,123,800

张健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林秀华 4,983,226 人民币普通股 4,983,226

陈碧娥 4,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40,000

文登市森鹿制革有限公司 4,264,110 人民币普通股 4,264,110

合肥工大复合材料高新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2,750,117 人民币普通股 2,75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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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应收票据 177,009,949.42 83,976,351.83 110.79

主要系本期客户采取承兑汇票结算

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405,725,431.70 266,990,035.02 51.96

主要系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致

预付款项 195,030,503.34 32,138,880.28 506.84

主要系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致

应收利息 927,632.88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确认的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

存货 732,010,431.28 335,132,187.82 118.42

主要系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252,168,138.84 182,456,648.12 38.21

主要系本期投资中证机构间报价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所致

固定资产 1,278,847,488.97 589,448,849.63 116.96

主要系本期 “年产40KT高精度电

子铜带项目” 转固定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10,882,038.64 714,371,998.08 -98.48

主要系本期 “年产40KT高精度电

子铜带项目” 转固定资产所致

商誉 633,751,421.62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

产

11,717,254.40 7,360,565.66 59.19

主要系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55,425,930.19 88,299,803.53 -37.23

主要系本期完成西安梦舟股权收

购，前期预付股权转让款转出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1,456,393.50 2,764,249.00 -47.31

主要系期末期货持仓合约浮动损益

变动所致。

应付票据 506,156,573.61 383,160,448.76 32.10

主要系本期以应付票据结算工程款

和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8,270,202.77 21,075,205.81 223.94

主要系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7,611,407.89 13,500,201.05 -43.62

主要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的年终奖

金所致

应付利息 863,130.11 1,396,332.60 -38.19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利率下降所致

其他应付款 76,561,687.08 7,983,104.80 859.05

主要系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630,250.00 260,950.00 141.52

主要系本期对锁的销售订单对应的

现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10,764,556.34 7,807,832.73 37.87

主要系期末持有鑫龙电器股票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资本公积 1,159,250,445.89 195,125,524.51 494.10

主要系本期非公开发行股票产生的

股本溢价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0,999,152.50 44,244,385.39 37.87

主要系期末持有鑫龙电器股票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

项目名称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2,416,403.01 3,872,889.42 -37.61

主要系本期实现的营业税减

少所致

销售费用 41,151,171.74 30,768,603.79 33.74

主要系本期与销售相关的包

装费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9,324,756.70 2,559,675.24 654.97

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56,393.50 1,199,607.01 -221.41

主要系期末持仓期货合约浮

动盈亏变化所致

投资收益 3,001,832.07 59,639,567.49 -94.97

主要系本期出售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06,782.03 553,686.66 280.50

主要系本期捐赠教育基金所

致

所得税费用 1,478,452.44 9,193,461.51 -83.92

主要系本期实现的企业所得

税减少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变动情况

项目名称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8,930,900.37 6,563,557.30 36.07

主要系本期收到

政府补助收入增

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1,053,562.79 5,806,019.79 -81.85

主要系本期取得

投资收益减少所

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45,450.00 88,921.15 -48.89

主要系本期处置

固定资产减少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917,461,284.84 434,218,440.92 111.29

主要系本期支付

西安梦舟股权收

购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39,419,964.83 144,669,488.05 134.62

主要系本期收到

票据保证金增加

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591,731,707.47 149,534,623.15 295.72

主要系本期支付

票据保证金增加

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1,454,956.56 179,181.29 712.00

主要系本期外币

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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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

决

芜 湖

恒 鑫

铜 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1）鑫科材料目前的主营业务为铜基合金材料和特种电缆的生产

与销售，本公司（包括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下同）目前不存在

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而与鑫科材料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也不会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从事鑫科材料现在和将来主营业务相同、相

似或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2）本公司保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

与或进行与鑫科材料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3）本

公司将不利用对鑫科材料的控股关系进行损害鑫科材料及鑫科材

料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

决

芜 湖

恒 鑫

铜 业

集 团

有 限

公司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

法律法规以及鑫科材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

规定行使股东或董事权利并履行股东或董事的义务，在股东大会以

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公司及其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鑫科材料的

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2）本次非公开发行

完成后，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鑫科材料发生的关联交易确

有必要且无法规避时，承诺将继续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一般商业

原则,依照市场经济规则，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鑫科

材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依

法签订协议，保证交易价格的透明、公允、合理，并督促鑫科材料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鑫科材料及其他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3）如果本公司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违

反本函所作承诺及保证，将依法承担全部责任，并对由此造成鑫科

材料及其除本公司以外其他股东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

决

李非

列

（1）鑫科材料目前的主营业务为铜基合金材料和特种电缆的生产

和销售，本人所控制的除鑫科材料以外的其他企业目前不存在从事

相同或相似业务而与鑫科材料构成同业竞争的情形，也不会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者间接从事鑫科材料现在和将来主营业务相同、相似或

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2）本人将不投资与鑫科材料相同或相类似

的产品，以避免对鑫科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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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与鑫科材料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3）本人将

不利用对鑫科材料的控制关系进行损害鑫科材料及鑫科材料其他

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长期 否 是

与再

融资

相关

的承

诺

解

决

关

联

李非

列

（1）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人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以及鑫科材料《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行使股东或董事权利并履行股东或董事的义务，在股东大会以及

董事会对有关涉及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鑫科材料的关联交

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2）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鑫科材料发生的关联交易确有必要且

无法规避时，承诺将继续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一般商业原则,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鑫科材料《公司章程》、《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合法程序,依法签订协议，保证交易价格

的透明、公允、合理，并督促鑫科材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

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鑫科材料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如果本人及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本函所作承诺及保证，将依

法承担全部责任，并对由此造成鑫科材料及除本人所控制的其他企

业以外其他股东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长期 否 是

其他

承诺

分

红

鑫科

材料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当

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高于注册资本的 10%时，任意连续三年内，现

金分红的次数不少于一次，且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20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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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晓光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2015-073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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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在

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专人送达、传真

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张晓光先生

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逐项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同意按有关规定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鑫科材料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和<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公告》），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鑫科材料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和<总经理工作细则>部分条款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公司

于2015年11月13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

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鑫科材料关于召开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

2015-074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工作细则》

部分条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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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科材料” ）六届十四次董事会

经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和《关于修订

<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其中《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一、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十七条 董事会审批权限的划分:

(一)对外投资和收购、兼并或出售资产

1、单笔金额在4,000万元以内，一年内连续计算

总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5%、 净资

产10%的交易由董事长审批和签署。 签署后5个工作

日内，就交易过程、交易结果及后续安排形成书面报

告，存董事会办公室备股东查询，并在下次董事会上

报告；

2、单笔金额在4,000万元以上，且单笔金额不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0%、净资产20%的交

易， 一年内连续计算总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30%、净资产50%的交易由董事会通过后

执行；

3、超过上述权限的，需经董事会决议后报股东

大会通过后执行。 ”

“第三十七条 董事会审批权限的划分:

(一)对外投资和收购、兼并或出售资产

1、单笔金额在10,000万元以内，一年内连续计

算总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5%、净

资产10%的交易由董事长审批和签署。 签署后5个工

作日内，就交易过程、交易结果及后续安排形成书面

报告，存董事会办公室备股东查询，并在下次董事会

上报告；

2、单笔金额在10,000万元以上，且单笔金额不

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10%、净资产20%的

交易， 一年内连续计算总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30%、净资产50%的交易由董事会通过

后执行；

3、超过上述权限的，需经董事会决议后报股东

大会通过后执行。 ”

二、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总经理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2,000万元

以内， 一年内连续计算总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2.5%、净资产5%的交易。 其中单笔金

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交易，在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就

交易过程、交易结果及后续安排形成书面报告，存董

事会办公室备股东及董、监事查询。 ”

“第十三条 总经理有权决定单笔金额在5,000万元

以内， 一年内连续计算总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总资产2.5%、净资产5%的交易。 其中单笔金

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交易，在签署后5个工作日内，

就交易过程、交易结果及后续安排形成书面报告，存

董事会办公室备股东及董、监事查询。 ”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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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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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1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1月13日 13点30分

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13日

至2015年11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

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2015年10月28日召开的公司六届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

内容详见2015年10月29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之《鑫科材料六届十

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和《鑫科材料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工作

细则>部分条款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

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

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55 鑫科材料 2015/1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登记。

（2）法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登记。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登记时间：2015�年 11月 12�日（上午 9：00--下午 16：30）

联 系 人：晏玲玲

联系电话：0553-5847323

传 真：0553-5847423

地 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3号

邮 编：241006

3、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1月13日召开的

贵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

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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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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周仁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光灼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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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本公司董事会审核委员会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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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8,532,161.51 11,532,440,474.24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885,463,797.23 7,601,958,513.2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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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917,264.04 1,188,373,744.03 -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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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917,401.54 1,760,886,246.01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02,485,584.00 670,404,459.39 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01,736,542.05 669,603,911.79 4.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03 9.44 减少0.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235 0.4042 4.7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235 0.4042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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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971.89 -2,444,566.92 固定资产处置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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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196.92 1,629,590.76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系

本公司于2007年度收到隶

属江苏省交通厅的江苏省

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关于

宁淮高速公路（天长段）的

建设资金补贴款2015年

1-9月摊销额以及于2010

年度收到隶属安徽省交通

厅的安徽省公路管理局关

于合宁高速公路及高界高

速公路的站点建设资金补

贴款2015年1-9月摊销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

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2,552.12 1,649,744.25

所得税影响额 -469,194.29 -208,692.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134,684.48 122,965.88

合计 1,272,898.38 749,0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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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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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524,644,220 31.63 0 无 国家

HKSCC�NOMINESS�

LIMITED(代理人)

488,913,898 29.48 0 无 境外法人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

限公司

404,191,501 24.37 0 无 国有法人

刘建军 7,380,408 0.4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积极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35,114 0.42 0 无 其他

费杰 6,775,600 0.4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吴菊红 6,413,447 0.39 0 无

境内自然

人

潘志宏 5,689,000 0.3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张凤 5,557,256 0.34 0 无

境内自然

人

徐艺丹 5,460,685 0.33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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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24,644,220 人民币普通股 524,644,220

HKSCC���NOMINESS�

LIMITED(代理人)

488,913,898 境外上市外资股 488,913,898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404,191,501 人民币普通股 404,191,501

刘建军 7,380,408 人民币普通股 7,380,40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7,035,114 人民币普通股 7,035,114

费杰 6,775,600 人民币普通股 6,775,600

吴菊红 6,413,447 人民币普通股 6,413,447

潘志宏 5,6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89,000

张凤 5,557,256 人民币普通股 5,557,256

徐艺丹 5,460,685 人民币普通股 5,460,6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表中国有股股东及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此外，本公司未知上

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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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

个客户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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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总体说明

2015年第三季度，本集团共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23,969千元（2014年同期：人民币596,012千

元），同比增长4.69%；利润总额为人民币325,952千元（2014年同期：人民币321,654千元），同比增长

1.34%；未经审计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31,590千元(2014年同期：人民币232,073千

元)，同比下降0.21%。

2015年1-9月，本集团共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825,917千元（2014年1-9月：人民币1,760,886千

元），同比增长3.69%；利润总额为人民币952,906千元（2014年1-9月：人民币907,409千元），同比增

长5.01%；未经审计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702,486千元(2014年1-9月：人民币670,

404千元)，同比增长4.79%。

3.1.2�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64,536 559,945 18.6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通行费收入积累

所致；

应收利息 6,427 2,012 219.43%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应收银行

理财和定期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应收股利 30,000 -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本集团尚未收到

新安金融公司派发的2014年现金股

利所致；

其他应收款 289,903 191,159 51.66%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本集团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份额较上年度期末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250,000 400,000 -37.50%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偿还银行

贷款所致；

应付利息 8,060 2,281 253.35%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银行借款

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970,918 749,815 29.4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之子公司

宁宣杭公司收到少数股东投资款所

致。

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19,112 43,847 -56.4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之子

公司典当公司计提减值准备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57,857 119,419 -51.55%

主要系上年同期本集团转让新

安金融3亿元股权所致；

营业外支出 2,667 998 167.23%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固定

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7,313 5,694 379.68%

主要系本集团之子公司宁宣杭

公司本报告期内亏损额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2,193 23,085 -47.1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收到

的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9,217 6,136 50.21%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之子

公司典当公司发放当金净额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

到的现金

20,000 106,800 -81.27%

主要系本集团于本报告期内收

到新安金融投资收益款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收回的现金净

额

444 319 39.18%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收到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3,367 24,926 -86.49%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安排

定期存款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所取得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635,328 502,236 26.50%

主要系报告期内本集团之子公

司宁宣杭公司支付工程投资款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177,223 771,597 -77.03%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安排定

期存款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较

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472,965 191,893 146.47%

主要系本集团本报告期内偿还

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3.1.3收费公路经营业绩

项目

权益

比例

折算全程日均车流量

（架次）

通行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2015年

7-9月

同比增减

2015年

7-9月

同比增减

合宁高速公路 100% 25,215 3.41% 239,354 1.30%

205国道天长段新线 100% 5,001 9.48% 13,608 18.55%

高界高速公路 100% 12,111 14.55% 128,325 9.13%

宣广高速公路 55.47% 19,043 11.14% 111,170 6.97%

连霍公路安徽段 100% 12,923 16.81% 56,641 4.59%

宁淮高速公路天长段 100% 32,430 13.00% 26,854 3.53%

广祠高速公路 55.47% 18,216 13.00% 17,880 8.22%

宣宁高速公路 51% 2,924 54.87% 7,372 65.81%

项目

权益

比例

折算全程日均车流量

（架次）

通行费收入（人民币千元）

2015年

1-9月

同比增减

2015年

1-9月

同比增减

合宁高速公路 100% 25,130 3.45% 710,175 0.97%

205国道天长段新线 100% 4,842 4.17% 37,879 7.11%

高界高速公路 100% 11,911 7.63% 368,263 8.81%

宣广高速公路 55.47% 19,520 5.16% 327,823 5.33%

连霍公路安徽段 100% 11,745 8.19% 159,848 1.79%

宁淮高速公路天长段 100% 30,988 11.50% 75,288 2.05%

广祠高速公路 55.47% 18,723 6.47% 53,149 7.13%

宣宁高速公路 51% 2,694 65.87% 20,218 85.38%

注：以上车流量数据不包含节假日免收的小型客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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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节假日小客车免费政策影响

2015年国庆假期国家继续施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重大节假日免费通行政策。 10月1日至10月7日，

本集团所辖路段的出口小型客车（7座及以下）流量约160.58万辆，同比增长14.7%，预计免收金额约人

民币6,423.2万元。

减持皖通典当注册资本

为防范金融投资风险，根据皖通典当目前的经营情况以及存在的投资风险，按照《典当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经2015年9月1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皖通典当注册资本

由人民币21,000万元减至人民币15,750万元，股东双方按股权比例同比例减资，并授权公司经营层按

照相关程序办理减资事项。 目前，该事项已经获得安徽省国资委的批准，减资事项尚处于办理过程中。

新安金融分立

2015年，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了“新三板”挂牌上市的准备工作，因目前新安

金融现有业务中，P2P业务和典当业务不符合挂牌条件，因此该公司在挂牌前将P2P业务和典当业务进

行剥离，新安金融分立为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续公司）和安徽新安资本运营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安徽新安资本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安徽新安左右贷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安徽南翔典当

有限公司、安徽新安典当有限公司、安徽新安金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徽新安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公司业务；原公司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继续存在，并以此作为“新三板”挂牌上市的主体。

因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股本为302,000万股，其中本公司持

股20,000万股，持股比例为6.6225%。 分立后，安徽新安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本为190,000万股，本

公司持股125,827,814股，持股比例为6.6225%；安徽新安资本运营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本为112,000

万股，本公司持股74,172,186股，持股比例为6.6225%。

申请发行10亿元短期融资券

经2014年8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批准公司申请注册发行短期

融资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2014年11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

通知书》，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人民币10亿元，注册额度自上述《接受注册通知书》发

出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发行12亿元公司债

经2014年8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批准公司在中国境内发行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12亿元（含12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方式为一次或分期发行，期限不超过8年（含8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 具体发行规模、发行方式及具体期限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决定。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决议有效期自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日起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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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股改

相关的

承诺

其他

安徽交控

集团

未来将继续支持本公司收购安徽交

控集团拥有的公路类优良资产，并一

如既往地注重保护股东利益。

2006年2月13日、长期有

效

否 是

与股改

相关的

承诺

其他

安徽交控

集团、招

商局华建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将建议本公司

董事会制定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长

期激励计划，并由公司董事会按照国

家相关规定实施或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实施该等长期激励计

划。

2006年2月13日、长期有

效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安徽交控

集团

承诺不会参与任何对本公司不时的

业务实际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1996年10月12日、长期

有效

否 是

其他承

诺

其他

安徽交控

集团

承诺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身名义继

续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

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

份的2%(含本次已增持股份)，并在增

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本公司

股份。

增持期限为：2014年1月

9日至2015年1月8日；不

减持期限为：增持期间

及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

内不得减持。

是 是

其他承

诺

其他

安徽交控

集团

从2015年7月10日起6个月内不通过

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积极履行

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回

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

平。

不减持期限为：从2015

年7月10日起6个月内不

得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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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仁强

日期 2015-10-28

公司代码：

600012

公司简称：皖通高速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55

公司简称：鑫科材料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