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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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冠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建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杨万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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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2,003,465.19 4,376,289,566.06 -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74,727,916.36 1,843,266,851.11 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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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202,359.48 -16.36 3,315,349,941.83 -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2,161,979.86 177.50 307,013,022.33 9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8,193,241.52 175.76 298,500,231.67 10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41,827,893.76 687.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1 173.33 0.63 9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1 173.33 0.63 9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2 增加5.95个百分点 15.59 增加7.1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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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534.86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1,151,10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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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9,090.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02,506.8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17,848.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2,532.95

合计 8,512,790.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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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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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52 114,763,680 0 质押、冻结 0

徐冠巨 境内自然人 13.03 63,565,126 47,673,842 质押、冻结 0

徐观宝 境内自然人 7.51 36,630,754 27,473,064 质押、冻结 0

天治基金－浦发

银行－天治凌云2

号特定多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8 11,594,383 0 质押、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商动态阿尔法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4 10,950,369 0 质押、冻结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商新锐产业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8 9,658,084 0 质押、冻结 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祥瑞6号

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2 8,378,842 0 质押、冻结 0

陕西省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祥瑞5号

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7 8,171,000 0 质押、冻结 0

国联安基金－浦

发银行－国联

安－安心－灵活

配置1号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7 7,157,801 0 质押、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华

商主题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2 4,479,749 0 质押、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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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化集团有限公司 114,763,680 人民币普通股 114,763,680

徐冠巨 15,891,284 人民币普通股 15,891,284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天治凌云2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1,594,383 人民币普通股 11,594,38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0,950,369 人民币普通股 10,950,36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新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9,658,084 人民币普通股 9,658,084

徐观宝 9,157,690 人民币普通股 9,157,69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祥瑞6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8,378,842 人民币普通股 8,378,842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

国投·祥瑞5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8,17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171,000

国联安基金－浦发银行－国联安－

安心－灵活配置1号资产管理计划

7,157,801 人民币普通股 7,157,8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

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79,749 人民币普通股 4,479,74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10�名股东中徐冠巨、徐观宝系兄弟关系，同时为传化集团有限公司的出资

人，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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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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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较上年期末减少73.95%，主要系公司还款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较上年期末减少49.77%，主要系公司应收票据贴现、托收增加所致；

3、应收账款较上年期末增加59.73%，主要系公司赊销政策具有年初年末较低、年中

较高特点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期末增加263.14%，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5、长期股权投资较上年期末增加116.75%，主要系公司对泰兴市锦鸡染料有限公司

按权益法核算所致；

6、在建工程较上年期末减少47.48%，主要系公司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所致；

7、其他应付款较上年期末增加136.50%，主要系公司收到重组保证金所致；

8、长期借款较上年期末减少91.50%，主要系公司还款增加所致；

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544.07%，主要系公司处置子公司部分股权产生收益所

致；

1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87.88%，主要系公司增加承兑汇

票托收所致。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05.78%，主要系公司借款减少还

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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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12日、2015年6月20日发布了《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修订稿等相关公告，详细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年9月18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项获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 并于2015年9月19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进行披露。

2、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传化富联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按照股权结构比例，以未分配利

润中的1,000万进行转增公司股本， 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1,000万元增至2,000万元，

股东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和富华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不变， 目前该事项正在办

理工商变更事宜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5年06月12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刊登于“巨潮

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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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传化、徐

冠巨、徐观宝父子三人及其

控制的企业传化集团有限

公司、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

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

2002年08月

26日

长期 履行中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传化、徐

冠巨、徐观宝父子三人

不利用其控股

股东地位侵害

中小股东利益

2003年06月

10日

长期 履行中

公司实际控制人徐传化、徐

冠巨、徐观宝父子三人

资金往来和关

联交易结算等

方面保证严格

执行中国证监

会有关规定

2003年07月

11日

长期 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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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至 15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万元）

46,714,73 至 53,084.9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21,233.9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纺织印染、化纤油剂业务等相关专用化学品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出

售子公司锦鸡、锦云部分股权，产生投资收益，另外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传化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业绩同期相比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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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4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4日

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

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陈建定、陈峰1、陈峰2、陆小利、余荣华签署《合作协议》，公司以自有资

金2,800万元增资浙江瓦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增资权限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站“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站“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全文及正

文” 。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5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浙江瓦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瓦栏文化” ）本着互惠互利、实现双赢的目标，就建立纺织服装行业O2O平台相关战

略伙伴关系事宜，经友好协商，双方于2015年7月13日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7月14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站“关于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合

作协议的议案》，现就增资浙江瓦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15年10月29日公司与陈建定、陈峰1、陈峰2、陆小利、余荣华签署《合作协议》，公

司以自有资金2,800万元增资浙江瓦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增资完成后，公司占该公司注

册资本的40%。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增资权限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瓦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绍兴县中国轻纺城服装服饰（辅料）市场内

4、法定代表人：陈建定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包

括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等）、文化旅游创业产业项目投资、管理；动漫产品、服

装设计、网络技术服务等

7、股权结构

增资前：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陈建定 698.20 69.82

2 陈峰1 90.00 9.00

3 陈峰2 83.40 8.34

4 陆小利 95.00 9.50

5 余荣华 33.40 3.34

合计 1,000.00 100.00

增资后：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666.67 40.00

2 陈建定 698.20 41.892

3 陈峰1 90.00 5.400

4 陈峰2 83.40 5.004

5 陆小利 95.00 5.700

6 余荣华 33.40 2.004

合计 1,666.67 100.00

8、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项 目 2015年1-9月（单位：元）

营业收入 715,211.55

净利润 -650,861.24

项 目 2015年9月末（单位：元）

总资产 8,147,276.59

总负债 1,899,866.82

净资产 6,247,409.77

三、协议主要内容

1、甲（公司）、乙（瓦栏文化股东）双方同意甲方以增资形式入股标的公司，乙方五人

均放弃本次增资权利，乙方将进行必要的资产剥离。

2、乙方保证经由甲方确认的标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团队人员的稳定，人

员统一由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富余人员由乙方负责安置。

3、 本次甲方的增资款共计人民币2,800万元， 其中666.67万元作为增加的注册资本

金，多余款项计入标的公司的资本公积，上述增资价格已由签约双方协商确定。 双方可根

据股权登记机构的要求另行签署用以股权登记机构变更登记所需的《增资协议》， 如果

《增资协议》的内容与本协议有冲突的，以本协议的内容为准。

4、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增资完成期间，乙方承诺标的公司及下属公司不对外签署

按原有经营方式正常经营范围之外的任何合同或其他文件，以免增加自身负债、义务、责

任或风险，但是甲方同意签署的合同和文件除外。

5、乙方承诺协助甲方及标的公司办理本次增资扩股的变更登记，提供必要的材料。

6、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员3人，其中甲方推荐2名董事，乙方各方协

商一致后推荐1名董事，董事会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由乙方推荐的代表担任。

7、交易完成后，乙方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3人，其中甲方委派1名，乙方委派1名，另1

名为职工监事。

8、增资后标的公司设总经理1人，设副总经理若干人。 总经理由甲方推荐的人员担

任，副总经理由总经理提名并经董事会决议通过。 增资后标的公司设财务总监1人，财务

总监由甲方推荐的人员担任。

四、该项投资对公司影响

公司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更有效的服务于直接客户，从而增强客户粘性；同时通过大

数据的分析，将研发工作从被动应付走向主动引领。公司通过此次合作有利于促进公司传

统业务的转型升级，利用浙江瓦栏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后台数据，进行纺织服装行业趋势

分析，提前研究开发和储备一体化的印染加工技术解决方案，同时也可以帮助公司现有客

户带来超值的业务订单，从而提升客户业务量，增强客户粘性。 公司寄希望于通过本次合

作，积极探索公司传统制造业商业模式转型升级，积极实践产业互联网之路。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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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邵根伙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素

文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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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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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9,664,196.78 10,550,592,521.05 1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111,215,273.13 5,885,481,494.86 3.84%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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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3,602,692.06 -13.19%

11,655,307,

312.22

-11.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7,901,112.09 22.28% 394,113,816.10 -1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5,305,370.52 -36.02% 265,581,632.74 -33.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55,973,102.62 2,420.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2 16.23% 0.1578 -11.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2 19.55% 0.1578 -1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 -0.36% 6.56% -1.83%

注：因公司本年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故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按最新股本调整

并列报本报告期及年初至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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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77.47 旧设备处置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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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857,204.42

玉米收储补贴款以及籽种产

业协同创新服务平台、饲用微

生态制剂研制等项目的补助

款根据项目进度、折旧摊销等

条件结转计入当期损益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13,389.23

个税手续费返还、无法支付的

往来等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4,295,417.25

对宁夏大北农取得控股权前

持有的股权公允价值与账面

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55,944.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77,960.66

合 计 128,532,18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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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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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根伙 境内自然人 44.41% 1,109,246,642 831,934,982 质押 521,500,569

邱玉文 境内自然人 4.14% 103,312,807 103,312,807 质押 26,450,000

甄国振 境内自然人 3.59% 89,596,099 质押 47,624,999

赵雁青 境内自然人 2.18% 54,463,774 质押 19,4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1% 32,733,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 他 0.80% 20,000,283

李绍明 境内自然人 0.74% 18,584,723 9,292,362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其 他 0.66% 16,499,94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 他 0.63% 15,6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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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根伙 277,311,660 人民币普通股 277,311,660

甄国振 89,596,099 人民币普通股 89,596,099

赵雁青 54,463,774 人民币普通股 54,463,77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2,73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733,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活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283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28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七组合 16,499,940 人民币普通股 16,499,94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15,6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邵根伙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总裁，除此以外，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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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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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138,788.20万元，下降53.09%，主要系将暂时闲置

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2,536.74万元，下降41.53%，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

到期或背书所致。

（3）应收账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87,137.04万元，增长141.80%，主要系部分大客户

的欠款尚未到期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3,891.80万元，增长61.01%，主要系融资保证金

及员工备用金借款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55,862.20万元，增长836.25%，主要系本期

一年内到期的货币基金等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2,989.34万元，增长113.81%，主要系不

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及重大影响的对外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7）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5,148.77万元，增长110.87%，主要系具有重

大影响的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8）生产性生物资产：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7,196.46万元，增长164.66%，主要系收购

安徽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60%股权所致。

（9）商誉：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9,972.45万元，增长1536.49%，主要系收购宁夏大北

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安徽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控股权所支付的成本高于所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所致。

（10）应付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3,394.60万元，增长2,728.78%，主要系下属子公

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货款且未到期所致。

（11）应付账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23,588.87万元，增长30.52%，主要系本期未支付

的主要原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12）应交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6,363.37万元，下降57.37%，主要系上年第四季

度所得税在本年缴纳以及待抵增值税进项税增加所致。

（13）应付利息：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677.87万元，增长47.98%。 主要系公司债及短

期融资券等债务需要支付的利息增加所致。

（14）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3,508.80万元，增长55.04%，主要系下属非全

资子公司向非金融机构临时周转借款增加所致。

（1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598.40万元，增长4508.51%，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长期借款将于1年内到期所致。

（16）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100,000.00万元，增长166.67%，主要系本

年发行10亿元短期融资券所致。

（17）股本：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83,249.15万元，增长50.00%，主要系本年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所致。

（18）资本公积：期末数较年初数减少83,735.33万元，下降62.17%，主要系本年以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9）少数股东权益：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19,132.52万元，增长46.54%，主要系本年宁

夏大北农和安徽长风农牧纳入报表合并范围所致。

2.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3,906.84万元，增长72.80%，主要系公司

债、短期融资券增加，导致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0,519.45万元，增长1974.54%，主要系

对宁夏大北农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取得控股权前持有的股权公允价值与账面投资成本的差

额确认为投资收益所致。

（3）少数股东损益：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1,785.96万元，下降134.48%，主要

系本年新增非全资子公司经营亏损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47,562.60万元，增

长2420.13%，主要系采购付款减少所致。

（2）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1,161.74万元，下降63.48%，

主要系本期收回投资减少所致。

（3）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312.32万元， 增长

199.70%，主要系理财收益收款增加所致。

（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2015年1-9月较上年

同期增加167.97万元，增长187.92%，主要系本年处置废旧固定资产收款增加所致。

（5）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129,161.42万

元，增长1516.32%，主要系本年赎回结算货款的基金份额增加所致。

（6）投资支付的现金：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7,749.60万元，增长410.32%，主

要系对外股权投资增加所致。

（7）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21,

288.88万元，增长1976.31%，主要系对外收购子公司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8）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5,084.01万元，下降56.65%，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员工股票期权行权款较多所致。

（9）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287,947.72万

元，增长115,897.64%，主要系本期购买货币型基金等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1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2015年1-9月份较上年同期增加50,000.00万元， 增长

100%，主要系本年发行短期融资券所致。

（11）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增加82,322.64万元， 增长

189.73%，主要系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归还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12）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2015年1-9月较上年同期减少161,388.70万元，下

降710.18%，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及暂时闲置资金购买货币基金型理财产品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2015年3月23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同意向十位发行对象以2015年3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14.07元/股定向增发156,361,

048股。由于2014�年度权益分派，公司 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调整为 9.31�元/

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调整为 236,305,044股。

2015年9月2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134号），公司已于2015年10月19日收到扣

除承销费和保荐费后的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2,194,999,959.64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15年03月06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预案

发行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0亿元

2015年09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发行情况公告

兑付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6

亿元

2015年10月1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2015年兑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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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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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根伙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大北农

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不利用大股东的控

股地位或作为大北农董事长、高级管理人

员的身份，作出损害大北农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行为，保障大北农资产、业务、人员、

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

2008年03

月10日

长期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行

所作的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邵根伙

1、本人及本人直系近亲属等关联方未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投资中信证券积

极策略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北信瑞丰

基金和君软件1号资产管理计划、平安资

产鑫享7号资产管理产品的份额或产品，

如有违反，所得收益归大北农所有。

2、本人及本人直系近亲属等关联方

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

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接或间接对

本次发行的其他9名认购对象及其股东或

合伙人、资产管理产品及其委托人提供任

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亦不会对资

产管理产品及资产管理产品委托人所获

得的收益作出保底承诺或者类似保证收

益之安排。

3、本人与本次发行的其他9名认购对

象及其股东或合伙人、资产管理产品及其

委托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2015年07

月10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行

所作的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邵根伙

1、自大北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

基准日前六个月至今（2014年7月1日至

2015年6月30日），本人不存在减持大北

农股票行为。

2、在大北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

成后六个月内，本人无减持大北农股票的

计划，不会减持大北农股票。

3、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则减持股

票所得收益全部归大北农所有。

2015年07

月10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行

所作的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直

接或间接对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及其股

东或合伙人、资产管理产品及其委托人提

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亦不会

对资产管理产品及资产管理产品委托人

所获得的收益作出保底承诺或者类似保

证收益之安排。

2015年07

月10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行

所作的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邵根伙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

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

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2014年11

月11日

2014年11

月11日－长

期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行

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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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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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54.78 至 87,525.3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9,568.4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无

五、证券投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内，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股权。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邵根伙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010

证券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86

股票代码：

002385

股票简称：大北农 公告编号：

2015-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