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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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志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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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8,593,096.11 1,826,612,913.30 -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63,166,754.14 1,181,276,374.14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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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587,616.22 -12.11% 864,557,461.77 -9.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949,798.02 17.43% 81,890,380.00 28.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768,371.03 13.35% 76,983,196.14 28.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1,368,250.43 89.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84 -1.63% 0.2143 7.5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84 -1.63% 0.2143 7.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0% 下降1.63百分点 6.70% 下降3.31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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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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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5,829.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38,645.39

合计 4,907,18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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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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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坚 境内自然人 29.91% 114,262,990 85,697,243 质押 55,200,000

刘绍宏 境内自然人 3.77% 14,400,000 10,800,000

宝盈基金－浦发银行－宝盈

定增7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3.09% 11,819,235 11,819,235

李保才 境内自然人 3.01% 11,490,000 8,617,50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国家 2.73% 10,428,736 10,428,736

王学良 境内自然人 2.71% 10,350,000 0

贾土岗 境内自然人 2.67% 10,200,000 0 质押 5,500,000

民生加银基金－平安银行－

民生加银万思定增宝4号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5% 9,733,487 9,733,487

易方达基金－浦发银行－易

方达－浦发银行－子佳定增

1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09% 7,995,365 7,995,365

铜陵凯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其他 1.67% 6,393,117 6,393,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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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坚 28,565,747 人民币普通股 28,565,747

王学良 10,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50,000

贾土岗 10,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0,000

王敏雪 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00,000

刘绍宏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陈金广 3,003,550 人民币普通股 3,003,550

陈海东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王振明 2,954,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4,000

李保才 2,87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2,500

陈付生 2,754,1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4,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所知范围，上述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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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适用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报告期比年初数增减%

应收票据 179,639,211.01 275,837,515.37 -34.87%

预付账款 14,874,136.53 9,068,733.74 64.02%

存货 66,186,626.97 115,045,962.37 -42.47%

无形资产 49,564,312.86 41,040,526.75 20.77%

商誉 21,811,711.94 -

递延所得税资产 8,860,162.18 6,920,214.17 28.03%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828,292.62 1,620,010.07 630.14%

短期借款 200,819,971.43 150,169,057.27 33.73%

应付票据 101,856,394.55 180,292,962.48 -43.51%

预收账款 5,739,640.81 2,150,595.86 166.89%

应付职工薪酬 10,132,694.62 6,969,654.33 45.38%

应交税费 10,058,104.37 4,327,340.52 132.43%

应付利息 239,916.67 3,763,680.56 -93.63%

其他应付款 11,148,695.28 420,653.68 2550.33%

递延收益 23,930,390.98 9,885,400.00 142.08%

1.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34.8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票据到期较多及票据贴现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比年初增加64.0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为锁定材料价格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3.存货比年初减少42.4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原材料价格持续处于低位所致；

4.无形资产比年初增加20.7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合并主体黄山神剑所致；

5.商誉比年初增加2,181.17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合并主体黄山神剑所致；

6.递延所得税资产比年初增加28.0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递延收益较多所致；

7.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630.1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预付设备购置款较多所致；

8.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33.7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流动资金贷款所致；

9.应付票据比年初减少43.5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到期较多所致；

10.预收账款比年初增加166.8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预收货款销售方式增加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增加45.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合并主体黄山神剑所致；

12.应交税费比年初增加132.4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实现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较多所致；

13.应付利息比年初减少93.6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了集合票据利息所致；

14.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增加2,550.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合并主体黄山神剑所致；

15.递延收益比年初增加142.0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新增合并主体黄山神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长301.6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实现的增值税增加所致；

2.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长44.4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新增合并主体黄山神剑及研发费用增加所

致；

3.资产减值损失比去年同期下降41.3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控制得当，计提坏账准备较

少所致；

4.投资收益比去年同期下降131.20%，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参股子公司运行费用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34.49%，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多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5,737.42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货款收现增加及票

据贴现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2,152.57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黄山神剑收购

款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2,344.05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归还了集合票据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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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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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坚

本公司控股股东刘志坚（持股5,640万

股）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代购该部分股份。 本人承诺在任职期

间，严格遵守公司的财务管理及财务决

策制度，自觉接受独立董事、监事会的

监督，尽职尽责，不以职务便利而干预

股份公司的资金使用和违规占用股份

有限公司的资金。 对于股份公司正在

经营的业务、产品，承诺方保证现在和

将来不直接经营或间接经营、参与投资

与股份公司业务、产品有竞争或可能有

竞争的企业、业务和产品。 承诺方也保

证不利用其股东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

其它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时承诺方将

促使承诺方全资拥有或其拥有50%股

权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

上述承诺。 除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外，

声明人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情况。 不

存在在股份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

单位兼职的情形。 如本人今后与股份

公司不可避免地出现关联交易，将根据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照市

场规则，本着一般商业原则，通过签订

书面协议，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以维

护股份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人将

不利用其在股份公司中的地位，为其在

与股份公司的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

利益。

2009年

11月2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刘志坚、王学良、王

敏雪、李保才、刘绍

宏、陈守武、贾土岗、

吴德清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

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

票数量所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不

得超过50%。

2009年

11月2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宝盈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安信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铜陵凯华投资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汇添富基金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自本次发

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4年

11月24

日

一年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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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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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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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4 至 11,263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66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益于原材料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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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志坚

2015年10月29日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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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清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亚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金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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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1,375,069.86 5,192,696,775.76 31.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05,502,714.95 1,468,780,820.50 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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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658,349.51 -8.62% 2,887,126,480.56 4.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191,337.52 -79.32% 248,887,533.92 -2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287,088.58 -78.86% 245,857,054.30 -24.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4,679,882.70 -92.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85.71% 0.570 -3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85.71% 0.570 -3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89.01% 10.94% 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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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1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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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4,6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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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75.8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6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3,802.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22,731.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4,520.52

合计 3,030,47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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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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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清焕 境内自然人 80.01% 355,660,700 355,660,700

中山市小榄镇城建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37% 14,999,900 14,999,900

天津安兴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 7,999,800 7,999,800

中山市榄芯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5% 7,320,000 7,320,000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0% 4,000,100 4,000,100

深圳市宝和林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2% 3,666,700 3,666,700

深圳诠晶光电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75% 3,333,300 3,333,30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6% 1,584,941 1,584,941

易亚男 境内自然人 0.25% 1,098,000 1,098,000

赖爱梅 境内自然人 0.25% 1,098,000 1,09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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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84,941 人民币普通股 1,584,941

马元城 627,485 人民币普通股 627,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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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370 人民币普通股 585,370

杭州凯莉实业有限公司 465,709 人民币普通股 465,709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6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65,500

曾宝玲 2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800

林要兴 260,062 人民币普通股 260,062

熊晓东 216,807 人民币普通股 216,807

段武杰 21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400

黄瑞华 203,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未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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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2,458,873,

408.10

1,423,421,366.02 72.74%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所致

预付款项 18,948,581.36 13,884,449.45 36.47%

主要系LED封装产能扩大，预付的

材料采购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9,715,490.53 9,869,953.99 201.07%

主要系产能扩大，新购置机器设备

及技改投入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176,996,931.82 112,664,863.38 57.10%

主要系产能扩大，购买土地使用权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52,274,422.23 32,774,948.88 59.50% 主要系预收商品销售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1,501,614.15 34,515,368.06 -37.70%

主要系第三季度利润降低，应交所

得税减少所致

递延收益 44,831,259.87 29,337,131.50 52.81%

主要系收到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871,625,887.21 39,391,526.68 2112.72%

主要系股票溢价发行增加资本公

积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财务费用 26,063,712.86 44,165,472.77 -40.99%

主要系归还了部分银行短期借款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6,705,271.26 11,802,119.53 -43.19% 主要系坏帐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83,075.80 -1,003.00 8382.73%

主要系远期外汇合约到期交割获

利所致

营业外收入 5,508,506.90 11,010,236.32 -49.97% 主要系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126,383.28 233,896.77 -45.97%

主要系固定资产清理损失减少所

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分析

收到的税费返还 9,681,287.04 3,107,330.02 211.56% 主要系收到的出口退稅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619,044,

070.76

972,956,754.23 66.40%

主要系票据到期解付材料款的增

加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4,679,882.70 573,083,409.47 -92.20%

主要系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的增加，同时票据到期解付材

料货款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6,282,938.00 32,480,981.33 -49.87%

主要系与设备相关的票据保证金

到期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481,885,741.11 283,290,048.57 70.10%

主要系扩大产能，设备投入增加及

购买的土地使用权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 9,506,678.00 -100.00%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有短期理财产

品投资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83,397,094.27 40,422,391.35 353.70%

主要系产能扩大，设备投入增加及

购买的土地使用权增加，同时与设

备相关的票据保证金增加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43,445,

737.06

-296,050,231.41 117.34%

主要系产能扩大，设备投入增加及

购买的土地使用权增加，同时与设

备相关的票据保证金增加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956,750,000.00 2,783,226.26 34275.57%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68,523,018.32 632,663,875.00 37.28%

主要系未到期的应收票据贴现转

入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09,209,726.52 74,517,930.85 46.55% 主要系本期分配股利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80,235,

699.87

-450,420,542.00 -339.83%

主要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485,126,660.42 -174,456,484.73 -378.08%

主要系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增加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825,498,541.47 235,532,220.10 250.48%

主要系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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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孙清焕

1、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2、

流通限制和锁

定股份的承

诺；3、补缴住

房公积金的承

诺；4、股份锁

定、减持价格

的承诺；5、稳

定股价预案的

承诺；6、招股

书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

漏的承诺；具

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5年2

月2日在巨潮

资讯网

（www.

cninfo.com.

cn）披露的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意

向书》

2015年02月

02日

见承诺内容 正在严格履行

木林森股份有

限公司

1、关于招股说

明书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方面的承

诺；2、关于招

股书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诺的约

束措施；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于2015年2月

2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

cninfo.com.

cn）披露的

《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招股意

向书》

2015年02月

02日

长期有效

正在严格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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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6% 至 -37.75%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25,000 至 27,0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3,376.2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市场LED产品价格竞争激烈，销售价格大幅下降，致使销售收入同比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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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745� � � � � � � � �证券简称：木林森 公告编号：2015-067

证券代码：002361� � � � � � � � � �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2015-091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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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会议。

公司负责人欧辉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光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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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4,899,992.06 5,360,256,473.07 3.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01,594,565.67 2,448,652,545.56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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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501,284.92 -6.80% 1,576,168,734.59 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06,630.33 362.58% 51,798,054.27 28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24,279.73 89.11% 41,658,948.04 219.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19,109,142.70 12.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5 350.00% 0.0656 286.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5 350.00% 0.0656 286.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 0.11% 2.09%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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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4,849.20

主要为高栏商业中心公司转

让物业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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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3,470.56

包括获得三高一特贴息补助、

省级生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

金等。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96,721.24 理财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0,979.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99,250.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7,663.46

合计 10,139,10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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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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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83% 203,923,947 0

珠海科技奖励

基金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1% 14,256,000 14,256,00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53% 4,191,400 0

王海榕 境内自然人 0.40% 3,189,600 0

珠海教育基金

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9% 3,088,800 3,088,800

广州天朗六菱

摄影器材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8% 3,010,254 0

西藏鸿烨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4% 2,720,000 0

刘正平 境内自然人 0.25% 2,000,000 0

黄方炯 境内自然人 0.20% 1,561,082 0

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8% 1,40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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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3,923,947 人民币普通股 203,923,94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91,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91,400

王海榕 3,189,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89,600

广州天朗六菱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3,010,254 人民币普通股 3,010,254

西藏鸿烨投资有限公司 2,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0,000

刘正平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黄方炯 1,561,082 人民币普通股 1,561,08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0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4,700

苏勇 1,13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6,700

赵亮 1,0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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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

股东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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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王海榕以其所持2,279,600股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刘正平以其所持2,

000,000股股份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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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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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5年三季度末，公司全资企业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147万元、利润866

万元，其中本报告期内计提了涉诉应收款项的相应坏账准备。

2、 云浮新港港务有限公司定位于打造西江流域最大、 最有影响力的内河码头和西江流域中转枢纽

港，主要货种为内、外贸石材及其他干散货。截止2015年三季度末，面对国内石材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完

成货物吞吐量207.24万吨，同比增长6.61%；集装箱货物吞吐量9.64万标箱，同比增长9.12%。 营业收入

3477.54万元，净利润313.61万元。

3、珠海港（梧州）港务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72%股权，该公司目前主要投资、建设及运营梧州大利

口码头项目。 截止三季度末，梧州大利口码头累计完成项目投资1.5亿元，已完成码头结构主体工程、引桥

等施工建设，完成第一台门机作业设备的调试工作，预计于2015年底该码头可具备生产试运营条件，成为

公司继续深化实施西江战略的又一重要枢纽节点。

4、截止2015年三季度末，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11.12万元，净利润3132.14

万元。 实现上网销售电量20231万千瓦时，其中高栏风电场上网电量4963万千瓦时，达里风电场上网电量

6500万千瓦时，黄岗梁风电场8768万千瓦时。

5、根据公司于2014年3月3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司收购浙江科啸风电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51%股权，开发建设浙江玉环大麦屿风电场工程项目。 2015年8月31日，该项目25台风机

已全部并网发电，进入试运行阶段。

6、截止2015年三季度末，公司持股65%的珠海港兴管道天然气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646万元，净

利润343万元。

7、根据公司2015年3月2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六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司计划以下属控股企业珠

海富华风能开发有限公司为主体，整合公司下属风电资产，搭建风电资产经营平台，并在进行改制后申请

在新三板挂牌。 报告期内，富华风能已完成股份制改造工作，整体变更为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港昇公司已实施增资扩股；申请挂牌新三板的事项已获得公司董事局批准（详见分别刊登于2015年7月

21日、8月1日、8月5日、9月12日、9月23日、9月28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编号

2015-066、072、074、082、083、086号公告）。 截止本报告日，港昇公司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工作已完成，

申请挂牌新三板的事项已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详见分别刊登于10月10日、10月15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编号2015-090、091公告），港昇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挂牌新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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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珠海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珠海港集团承诺以

必要方式避免未来与公司可

能存在的同业竞争。 承诺在

秦发煤炭码头正式投入运营

前，控股股东将采取合适方

式将其持有的秦发煤炭码头

40%股权整合进入上市公

司，或采取其他必要方式消

除同业竞争。

2012年12月

04日

截止到本披露

日,�秦发煤炭

码头已开始试

运行，预计控

股股东珠海港

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未来将在

秦发煤炭码头

正式投入运营

前,采取合适

方式将其持有

的秦发煤炭码

头40%股权整

合进入公司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珠海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承诺自2015年7

月8日起，12个月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票，并将在法

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积极

探索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行

性，以实际行动维护市场稳

定，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2015年07月

08日

2015年7月8日

至2016年7月8

日

截止到本披露

日，该承诺正

常履行中。

珠海港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承诺：自 2015年

7�月 14日起的未来六个月

内，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的

前提下，当二级市场股价严

重偏离公司内在价值大幅下

跌时，择机增持本公司股票，

预计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资金来源为珠海

港集团自有资金。

2015年07月

14日

2015年7月14

日至2016年1

月14日

截止到本披露

日，该承诺正

常履行中。

珠海港股份有限

公司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自其控股企业珠海港昇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

任公司挂牌新三板批文之日

起，未来三年内将根据港昇

公司经营成长情况，持续支

持港昇公司的发展，继续保

持对港昇公司的控股权。

2015年09月

28日

截止到本披露

日，港昇公司

正在进行申报

挂牌新三板的

准备工作，暂

未获得挂牌新

三板批文，因

此承诺尚未开

始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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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承诺事项已开始履行的，均处于正常履行中。 尚未开始履行的，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确

保承诺的正常履行。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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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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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5年08月28日 公司 电话沟通 机构 行业分析师

召开公司2015年半年度

业绩说明会，介绍公司业

务经营情况、发展规划及

行业现状。

2015年08月28日 公司 其他 个人 全体投资者

召开2015�年中期业绩网

上说明会，以互动问答形

式，向投资者介绍公司

2015�年上半年业绩情

况、经营发展情况、未来

发展机遇及规划等。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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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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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07�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15-094

B091

■ 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