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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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洪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牛宜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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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9,452,170.08 16,293,255,201.72 18.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718,315,183.77 5,421,298,817.57 2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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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6,315,228.79 6.79% 7,930,060,147.30 0.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3,918,186.45 63.56% 415,685,683.52 3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2,429,638.56 110.03% 436,616,597.50 5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763,457,721.05 -48.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75.00% 0.17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75.00% 0.17 30.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1% 0.94% 7.2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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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32,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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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02,8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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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5,50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446,731.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3,298,357.1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639,989.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62,090.86

合计 -20,930,913.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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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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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太阳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88%

1,417,355,

684

290,379,212 质押 402,600,000

华泰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策略投

资产品

其他 2.16% 54,761,904 54,761,904 0

财通基金－兴业

银行－华章天地

传媒投资有限公

司

其他 1.85% 46,904,762 46,904,762 0

兵工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26,190,476 26,190,476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国投瑞

银瑞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9% 25,000,003 25,000,003 0

华安未来资产－

浦发银行－华安

资产－浦发银

行－瑞力阳光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24,285,714 24,285,714 0

宏源证券－光大

银行－宏源证券

尊享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94% 23,809,523 23,809,5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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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50% 12,593,000 0 0

财通基金－光大

银行－富春定增

186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45% 11,428,571 11,428,571 0

华安基金公司－

工行－外贸信

托－外贸信托·恒

盛定向增发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38% 9,523,809 9,52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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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26,976,472 人民币普通股

1,126,976,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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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93,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6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2,100

王天祥 5,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4,889,820 人民币普通股 4,889,820

唐岩 4,6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30,000

王可 3,53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39,900

于秀平 3,059,826 人民币普通股 3,059,826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8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9,600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投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财通基金－兴业银行－华章天地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和财通基金－光

大银行－富春定增 186�号资产管理计划同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国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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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南方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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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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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内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1） 货币资金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235,758.91万元， 比年初数增加92,808.40万元， 增长

64.92%，其主要原因是2015年03月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本季新增融资租赁资金及合作公

司股权出售收入部分到账致使货币资金增加。

（2） 应收账款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109,653.86万元， 比年初数增加40,654.41万元， 增长

58.92%，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账款按合同约定未到期收回金额增加。

（3） 其他应收款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38,655.99万元， 比年初数增加34,345.95万元， 增长

796.88%，其主要原因为合作公司股权出售剩余价款按协议未结清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23,900.94万元，比年初数增加11,207.93万元，增长

88.30%，其主要原因为本期购进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增加。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4,800.00万元，比年初增加100%，其主要原因是

本期对北京智度德普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投资。

（6） 长期股权投资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9,648.92万元， 比年初减少64,298.33万元， 降低

86.95%，其主要原因是合作公司股权投资在本期出售。

（7） 在建工程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227,660.41万元， 比年初增加56,100.01万元， 增长

32.70%，其主要原因为对年产50万吨低克重高档牛皮箱板纸项目、年产35万吨天然纤维素循环经济一

体化项目等支付的工程款项增加。

（8） 长期待摊费用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3,177.12万元， 比年初增加1,778.48万元， 增长

127.16%，其主要原因是新增融资租赁业务服务费增加。

（9）其他非流动资产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39,030.25万元，比年初减少21,849.09万元，降低

35.89%，主要原因是预付的货款已开具发票并结转至在建工程项目中。

（10） 应付票据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92,750.00万元， 比年初数增加41,550万元， 增长

81.15%，其主要原因是本期以票据结算的货款增加所致。

（11） 其他应付款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19,370.59万元， 比年初增加7,753.53万元， 增长

66.74%， 其主要原因是控股子公司兖州天章纸业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兖州中天纸业有限公司吸收合

并后，股东权益金额汇款手续正在办理中致使期末余额增加。

（12）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144,834.82万元，比年初增加76,796.65

万元，增长112.87%，其主要原因为本公司于2013年4月15日发行中期票据8亿元人民币应付债券金额重

分类增加所致。

（13） 应付债券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49,630.47万元， 比年初数减少30,060.11万元， 降低

37.72%，其主要原因为本公司于2015年3月19日发行中期票据5亿元，且将2013年4月15日发行中期票

据8亿元人民币应付债券金额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14） 专项应付款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11,181.20万元， 比年初数增加3,000.00万元， 增长

36.67%，其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山东太阳宏河纸业有限公司收到关于八万方污水处理厂项目的专用款项。

（15） 资本公积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119,969.88万元， 比年初数增加74,630.49万元， 增长

164.6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公开增发股票所致。

（16） 其他综合收益2015年09月30日期末数为负1,221.36万元， 比年初增加2,376.23万元， 增长

66.05%,其主要原因为汇率增长，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

(17)� 资产减值损失2015年1-9月发生额为3,911.22万元，比去年同期数增加1,393.89万元，增长

55.37%，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准备金增加。

（18）投资收益2015年1-9月发生额为负13,856.24万元，比去年同期数减少9,434.41万元，降低

213.36%，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合作企业业绩下降，根据公司战略发展管理需要，为减少对公司业绩的拖累

将持有股权出售。

（19） 营业外收入2015年1-9月发生额9,504.19万元， 比去年同期数增加6,117.30万元， 增长

180.62%，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合作公司原以土地出资未实现收益转回至营业外收入6,208万元。

（20） 所得税费用2015年1-9月发生额14,193.72万元， 比去年同期数增加3,825.60万元， 增长

36.9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实现的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2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2015年1-9月发生额为5,825.92万元，比去年同期数增加

1,802.66万元，增长44.81%，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保证金利息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2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5年1-9月发生额为76,345.77万元，比去年同期数减少73,

149.55万元，降低48.93%，其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较多从而导

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较大。

（23）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发生额为33,220.00万元，主要是合作公司股权出售部分

收入。

（24）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2015年1-9月发生额为137,200.47万

元，比去年同期数增加49,470.12万元，增长56.39%，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年产50万吨低克重高档牛皮箱

板纸项目及年产35万吨天然纤维素循环经济一体化项目等工程建设项目的支出增加。

（25）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发生额为100,420.75万元，比去年同期数增加99,820.75

万元，增长16,636.79%，其主要原因是2014年03月收到定向增发募集资金及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26）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5年1-9月发生额为31,736.65万元，比去年同期数增加

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融资租赁租金及收回的其他货币资金保证金。

（27）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2015年1-9月发生额为负2,273.54万元，去年同期发生

额为负89.76万元，本年数比去年同期数减少2,183.78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期汇率整体呈上长趋势，且

本期多数时间内，外币结汇汇率高于人民币中间价，而上年同期形势相反，导致本期外币资金受汇率变

动产生损失，而上年同期收益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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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

东山东太阳

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实际控

制人李洪信

先生

为避免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或间

接的业务竞争，控股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和实际控制人李洪信先生分别作出了如下

承诺：（1）自身及其他下属企业不存在与股份公

司从事的前述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的情形，与

股份公司不构成同业竞争；（2）与股份公司的关

系发生实质性改变之前，保证其自身及其他下属

企业现在及将来均不从事与股份公司可能发生

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投资、合作经营、实际控

制与股份公司业务相同的其他任何企业；（3）凡

是与股份公司可能产生同业竞争的机会，都将及

时通知并建议股份公司参与；（4）与股份公司的

关系发生实质性改变之前，保证与股份公司永不

发生同业竞争。

2006年11

月16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

东山东太阳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认购本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股票后，其本次认购的股票自非公开发行

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和上市流通。

2012年04

月23日

36�个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

东山东太阳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未来12个月

内不会继续减少其在太阳纸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2015年01

月27日

12个月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

东山东太阳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李

洪信先生以

及公司董

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

员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2015年7月11日起6个月

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2015年07

月11日

6个月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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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至 5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56,258 至 70,32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6,881.4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通过节能挖潜，严格内部控制及各项管理，致使成本有所降低，故经

营业绩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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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洪信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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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志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严中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秦晓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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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8,779,683.81 1,992,760,400.71 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01,811,977.83 1,352,261,729.75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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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20,781.21 12.58% 735,916,500.51 2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2,754,443.09 14.49% 72,284,008.08 14.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2,376,809.70 16.38% 71,035,490.53 1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14,075,563.86 -77.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16.67% 0.19 1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16.67% 0.19 11.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4% 0.19% 5.25%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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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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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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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142.8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884.1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0,994.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11.64

合计 1,248,51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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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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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志强 境内自然人 4.31% 16,321,200 12,240,900 质押 5,143,600

王浩 境内自然人 4.31% 16,313,000 12,234,750 质押 5,950,000

张跃飞 境内自然人 4.30% 16,298,000 0 冻结 16,298,000

王良 境内自然人 4.13% 15,663,800 11,747,850 质押 252,720

严中华 境内自然人 4.13% 15,662,400 11,746,800 冻结 15,590,400

冯东 境内自然人 4.13% 15,642,200 11,731,650 质押 8,217,000

孙合友 境内自然人 3.02% 11,445,300 9,913,800 质押 9,828,100

张志伟 境内自然人 2.84% 10,754,400 8,065,8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环保行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2.64% 10,000,000 0

山东大学威海分

校电子系统实验

所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7% 8,59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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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跃飞 16,2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98,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电子系统实验所 8,591,090 人民币普通股 8,591,09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5,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均衡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22,522 人民币普通股 5,122,52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4,993,185 人民币普通股 4,993,18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

杨志强 4,080,300 人民币普通股 4,080,300

王浩 4,078,250 人民币普通股 4,078,25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的张跃飞、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电子系统实验所之间以及与其他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股东

杨志强、王浩、严中华、王良、冯东、孙合友、张志伟和耿生民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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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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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4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货款回笼速度放缓，同时对外投资增加较多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49.9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兑付前期收到的票据所致；

3、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3.4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结算增加但销售货款回笼速度放缓所致；

4、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59.4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增加预付采购货款提前备货所致；

5、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17.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投标保证金和备用金余额增加所致；

6、存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8.4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存货储备增加以及新增子公司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存货较多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663.6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8、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4.3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孙村工业园基建付款较多所致；

9、开发支出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9.9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研发投入较多所致；

10、商誉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0.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溢价收购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11、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5309.1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租入

固定资产改良支出所致；

12、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6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货款回笼速度放缓、利用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所致；

13、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63.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偿付前期开立票据所致；

14、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87.3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部分客户预收款尚未结算所致；

15、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47.8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结算较多所致；

16、应付股利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82.2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部分股东尚未发放的股利余额增加所致；

17、1-9月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80.8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结算额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18、1-9月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工程维护费用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19、1-9月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19.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银行借款利息支出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20、1-9月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54.2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回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较多所致；

21、1-9月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142.9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投资的联营企业亏损所致；

22、1-9月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98.32%，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经营租入固定资产租赁合同解除，改良支出一次性转入营

业外支出金额较大所致；

23、1-9月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94.7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补缴上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较多以及企业所得税率

高于上年同期所致；

24、1-9月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2.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到退回的投标保证金高于上年同

期所致；

25、1-9月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39.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补缴上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较多所致；

26、1-9月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0.5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投标保证金高于上年同期所

致；

27、1-9月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收回对广东佳和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投资所致；

28、1-9月处置固定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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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7.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子公司山东积成

仪表有限公司处置房产所致；

29、1-9月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5.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孙村工业园

基建工程款少于上年同期所致；

30、1-9月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96.2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收购福建奥通迈胜电力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所致；

31、1-9月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银行贷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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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杨志强、王浩、

严中华、王良、

冯东、孙合友、

张志伟、耿生民

自签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协

议各方严格遵守《一致行动

协议》中的各项条款。

2015年03月

20日

3年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张跃飞

自签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未

来12个月内不减持所持积成

电子股份。

2014年03月

31日

12个月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担任本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自

然人股东杨志

强、严中华、王

良、冯东、孙合

友、张志伟、王

浩、耿生民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

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2010年01月

22日

长期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公司主要股东

杨志强、王浩、

严中华、王良、

冯东、魏新华、

孙合友、张志伟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以

及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

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

开发任何与积成电子生产的

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

任何与积成电子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积成

电子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其他企业。

2010年01月

22日

长期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耿生民

自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人以

及全资子公司、拥有权益的附

属公司及参股公司将不生产、

开发任何与积成电子生产的

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

任何与积成电子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竞争的业务，

也不参与投资于任何与积成

电子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

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

的其他企业。

2015年03月

20日

长期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

承诺自2015年7月10日起，在

未来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证券公司或基金管

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合法

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合计增持

公司股票市值不低于1000万

元人民币。

2015年07月

10日

3个月

已完成增持承

诺。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

员

自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6

个月内不减持本人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

2015年07月

10日

6个月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公司董事杨志

强、王良、严中

华、冯东、张志

伟，监事王浩、

耿生民

自2015年7月16日增持完成

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主动减持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

16日

6个月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孙合友

自2015年7月23日增持完成

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主动减持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

23日

6个月

承诺方严格遵

守承诺，未发

生违反以上承

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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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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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65.93 至 16,859.7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2,969.0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2015年经营业绩稳步增长，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为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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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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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桂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细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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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386,905.96 1,599,989,157.05 1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26,690,764.16 1,481,906,777.13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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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789,521.81 25.16% 914,741,085.70 1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548,935.32 -20.17% 59,779,442.58 -2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357,582.22 -25.75% 58,202,611.42 -31.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07,127,179.35 -29.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21.74% 0.48 -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21.74% 0.48 -29.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 -0.41% 3.93%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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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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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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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371.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5,038.4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7,643.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772.84

合计 1,576,83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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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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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91% 64,488,000 0 质押 48,150,000

褚建庚 境内自然人 5.72% 7,240,000 5,430,000 质押 4,800,000

褚剑 境内自然人 3.27% 4,136,000 3,102,000 质押 2,800,000

褚浚 境内自然人 3.27% 4,136,000 3,102,000 质押 2,800,0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01% 2,549,114 0

陈崇熙 境内自然人 0.59% 75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城改革红

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7% 600,00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河转型增

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9% 500,004 0

翟迎辉 境内自然人 0.37% 469,647 0 质押 437,6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摩根士丹利

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4% 435,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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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64,4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4,488,000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49,114 人民币普通股 2,549,114

褚建庚 1,8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000

褚剑 1,0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4,000

褚浚 1,0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4,000

陈崇熙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改革

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河转型

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4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4

翟迎辉 469,647 人民币普通股 469,64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

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435,950 人民币普通股 435,9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桂芬家族（徐桂芬、褚建庚、褚浚、褚剑），其中徐桂芬与褚建庚系夫妻关系，

徐桂芬与褚浚、褚剑系母子关系，褚建庚与褚浚、褚剑系父子关系，褚浚、褚剑系兄弟关系。 徐

桂芬持有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40%的股权，褚建庚、褚浚、褚剑各持有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

20%的股权。 除以上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余前1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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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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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账款较2014年末增加3,604.68万元，增长幅度为200.18%，主要原因为公司新并购子公司真真老老公司纳入报表合并范围增

加所致；

2、应收票据较2014年末增加132.50万元，增长幅度为132.50%，主要原因为公司收到客户票据增加所致；

3、预付帐款较2014年末增加1,826.36万元，增长幅度为38.37%，主要原因为公司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款支付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较2014年末增加592.69万元，增长幅度为69.99%，主要原因为公司新并购子公司真真老老公司纳入报表合并范围增

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较2014年末减少573.43万元，下降幅度为45.08%，主要原因为公司增值税未抵扣、预缴所得税冲抵额减少所致；

6、固定资产较2014年末增加1,920.58万元，增长幅度为69.77%，主要原因为公司新厂建成，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以及老厂搬迁资

产清理所致；

7、在建工程较2014年末减少4,693.05万元，下降幅度为48.63%，主要原因为公司新厂建成，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8、固定资产清理较2014年末增加3,643.37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司老厂搬迁，房屋及生产线拆除增加所致；

9、长期待摊费用较2014年末增加630.28万元，增长幅度为227.12%，主要原因是公司新增加门店装修费增加所致；

10、其他非流动资产较2014年末减少1,920.58万元，下降幅度为69.77%，主要原因为公司预付设备基建款减少所致；

11、应付票据较2014年末增加1,069.92万元，主要原因是公司应付供应商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12、应付帐款较2014年末增加2,779.31万元，增长幅度为146.53%，主要原因是公司应付供应商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13、预收帐款较2014年末增加219.67万元，增长幅度为88.17%，主要原因是公司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14、应付职工薪酬较2014年末增加48.31万元，增长幅度为62.71%，主要原因是公司新并购子公司真真老老公司纳入报表合并范围

增加所致；

15、应交税费较2014年末增加900.51万元，增长幅度为255.66%，主要原因为公司新并购子公司真真老老公司纳入报表合并范围增

加所致；

16、报告期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4,576.79万元，增长幅度为67.85%，主要原因为公司在2015年加快了市场拓展和门店开发力

度，门店租赁费、门店转让费、门店装修费、人力成本、广告促销、品牌推广等市场费用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同时并入嘉兴市真真老老公

司食品有限公司销售费用980.69万元；

17、报告期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42.62万元，增长幅度为32.05%，主要原因为新并购子公司真真老老公司银行借款利息支出

317.67万元增加所致；

18、报告期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7.85万元，增长幅度为67.16%，主要原因为政府补助同比增长所致；

19、报告期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78.04万元，下降幅度为58.92%，主要原因为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减少所致；

20、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584.42万元,�下降幅度为29.97%，主要原因是公司原材料采购增加所

致；

21、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2,562.38万元,�下降幅度为441.80%，主要原因系2015年公司购置固定

资产同比增加3,834.50万元，2015年支付并购子公司项目资金1,474.00万元，收回银行理财产品及其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2014年同

期减少所致；

22、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003.96万元,�下降幅度为1142.54%，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公司为管理

层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278.19万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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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首发前限售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褚建庚、褚浚、褚剑、陈崇熙、牛丽丽共计6名限售股份持有人持有的限售股份

合计80,940,000股于2015年9月7日上市流通。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首发前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2015年08月31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5-0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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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煌上煌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徐桂芬、褚

建庚、褚浚、褚

剑

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当年及其后两年

的股利分配计划，并承诺在未来审议公司上市当年

及其后两年的利润分配议案时参加股东大会并投赞

成票，确保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为当年实现

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2012年03月

30日

上市当年

及后两年

按承诺履行

煌上煌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徐桂芬、褚

建庚、褚浚、褚

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在前述锁定期

结束后，其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2012年09月

05日

2015年9月

4日

按承诺履行

煌上煌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徐桂芬、褚

建庚、褚浚、褚

剑

目前除持有煌上煌股份外，未投资其它与煌上煌及

其子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从事其它与煌上煌及其子

公司相同、类似的经营活动；在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被

确认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股东期间，将不会在中

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

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

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

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

任何与公司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公司产品的

业务活动；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公司

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将立即通知公司，

并将该商业机会让予本公司；并承诺不利用任何方

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公司经营、发展的业务或活

动。

2012年03月

30日

长期承诺 按承诺履行

煌上煌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徐桂芬、褚

建庚、褚浚、褚

剑

若煌上煌租赁的房产在租赁期内因权属问题无法继

续使用，或因租赁合同未按照规定进行备案而受到

行政处罚，我们将承担由上述原因对煌上煌造成的

全部损失。 1、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将严格执行股

份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不以任何方式变相占用煌

上煌资金；不以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

占用、借款担保及其他任何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

东的合法权益。 2、本人、本公司及关联方与股份公

司的任何关联交易应在煌上煌按照其《章程》和其

他制度进行决策后实施，关联交易价格公允、不损害

煌上煌及其他股东利益。 3、如果本人、本公司及关

联方违反上述声明、保证与承诺，并造成煌上煌或其

他股东经济损失的，本人、本公司同意双倍赔偿煌上

煌或其他股东相应损失。

2012年03月

30日

长期承诺 按承诺履行

煌上煌集团有

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徐桂芬、褚

建庚、褚浚、褚

剑

煌上煌及其下属公司若与任何其它第三方就商标问

题发生纠纷，导致煌上煌及其下属公司需要承担赔

偿、罚款等责任，本公司、本人将承担上述损失，绝不

使公司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2012年03月

30日

长期承诺 按承诺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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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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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 至 -1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5,917.75 至 8,876.6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862.9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使公司产品生产成本增加，综合毛利率同比下滑,同

时公司加快了市场拓展和门店开发力度，门店租赁费、门店转让费、门店

装修费、人力成本、广告促销、品牌推广等市场费用同比增加幅度较大，

从而致使销售费用同比较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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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徐桂芬

2015年10月30日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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