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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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吕兴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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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243,113.52 1,621,277,137.96 1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07,432,056.32 718,720,219.67 10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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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573,383.84 18.29% 1,383,247,838.95 1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0,894,293.16 17.39% 167,970,957.09 29.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197,606.25 8.51% 162,511,076.95 26.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04,584,908.68 28.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13.64% 0.93 1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13.64% 0.93 1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2.24% 16.86%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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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333.6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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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3,426.9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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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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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债务重组损益 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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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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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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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0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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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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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62,128.1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820,008.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5,459,88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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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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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兴平 境内自然人 35.60% 76,903,000 76,903,000

林升智 境内自然人 34.26% 73,997,000 73,997,000 质押 6,6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邮趋势精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5% 3,347,5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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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98% 2,120,3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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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82% 1,776,900 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2% 900,000 0

邓振强 境内自然人 0.33% 722,750 0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证券－幸福人寿－

邮储银行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27% 584,387 0

何松春 境内自然人 0.25% 550,000 550,000

龚敏高 境内自然人 0.25% 550,000 5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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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趋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347,591 人民币普通股 3,347,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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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0,308 人民币普通股 2,1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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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6,90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邓振强 722,750 人民币普通股 722,750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幸福人寿－邮储银行定向资

产管理计划

584,387 人民币普通股 584,38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陈舒 397,100 人民币普通股 397,100

钱元清 382,140 人民币普通股 382,14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3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32,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吕兴平、林升智2010年5�月29日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

议》，除上述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和前10名普通股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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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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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为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地

发展，保护投资者利益，

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

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

制改革的意见》文件要

求，汇洁股份201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稳定深圳

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价的预案》

2014年03月

03日

上市后三年内 正常履行中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吕兴平、林升

智

控股股东吕兴平、林升智

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2014年03月

03日

上市后三年内 正常履行中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吕兴平、林升

智

2010年5�月29日，吕兴

平、林升智签署了《一致

行动人协议》

2010年05月

29日

上市后三年内 正常履行中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吕兴平、林升

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吕兴平、林升智承

诺：自汇洁股份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公司

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

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

次公开发行价格，或者上

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首次公开发行价格，

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

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2014年03月

03日

上市后三年内 正常履行中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吕兴平、林升

智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吕兴平、林升智承

诺：在锁定期满后，在本

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

直接或间接转让的股份

不得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

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半

年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

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列不得超过50%；吕兴

平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

内每年减持的公司股份

不超过所持股份的10%，

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

开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

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

价应相应调整；林升智在

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每

年减持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所持股份的25%，减持

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

行价格。 若公司股份在

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应

相应调整。

2014年03月

03日

锁定期满后的

两年内

正常履行中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吕兴平、林升

智

1、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3、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

2014年03月

03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

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

赔偿损失承诺

2014年03月

03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吕兴平、林升

智

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

规回购新股、购回股份、

赔偿损失承诺

2014年03月

03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2014年03月

03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吕兴平、林升

智

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2014年03月

03日

长期 正常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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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至 6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5,935.71 至 21,247.6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279.7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营业收入的稳定增长以及短期借款减少，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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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5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63� � � � � � � �股票简称：汇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3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5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14：3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会议形式

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吕兴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5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 2015�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5� 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内容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的公告》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关于聘任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的公告》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关于推荐江西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向子公司推荐廖伟华先生为江西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任期三年，并自江西曼妮芬服

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审议通过之日起任职。

五、《关于成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63� � � � � � �股票简称：汇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4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

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9：00时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会议形式召开，应

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大新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15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经核查，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63� � � � � � �股票简称：汇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6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总经理、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5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和《关于聘任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的议案》，同意

聘任副总经理雷涛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王静女士担任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任期与第二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总经理和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雷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王

静女士为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 详细内容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和网站。

雷涛先生与王静女士简历及基本情况

雷涛先生，1969年生，硕士学位。 2006年入职公司工作，历任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王静女士，1977年生，大专学位，会计中级职称。 2007年入职公司工作，历任会计主管，会计部经理。

特此公告。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63� � � � � � � � �股票简称：汇洁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7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10月29日召开的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汇洁股份” ）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成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该议案详细情况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武汉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销售服装、针织品、纺织品、鞋帽、化妆品等。 （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

经营范围为准）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亿元（人民币）

股东情况：汇洁股份认购7500万元，占出资额的75%；武汉众心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2500万

元，占出资额的25%。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 �该事项已经?2015?年10?月29日召开的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成立子公司的其余股东中不存在公司的关联方，本次成立子公司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汉众心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号：91420103MA4KL7F01R

公司类别：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宪国

经营场所：武汉市江汉区武汉中央商务区泛海国际SOHO城第3，4，6� � �幢6号楼12层1-6号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证券、期货）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一)出资方式

武汉众心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出资额2500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25%；汇洁股份

认购出资额7500万元人民币（其中现金出资3696.511万元，以汇洁股份拥有的位于武汉市中央商务区泛

海国际SOHO城中一层的办公楼作价出资3803.48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5%。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经营范围：销售服装、针织品、纺织品、鞋帽、化妆品等。 （具体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

经营范围为准）

持股比列：汇洁股份认购7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5%；武汉众心商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2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5%。

三、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交易双方作为股东直接签署公司章程，未签署对外投资合同。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目的是为了促进销售业务的快速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能促进公司

销售，且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目录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作为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进行认真审核。 现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1、任职资格

经审阅雷涛先生的简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雷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总经理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我们认为其能够胜任总经理岗位的职责要求，本次聘任

有利于公司发展。

2、程序合法性

公司总经理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

聘任副总经理雷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二、《关于聘任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的议案》

1、任职资格

经审阅王静女士的简历及相关资料，我们认为，王静女士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静女士已取得了会计师中级职称资格证书，在

公司财务管理中心任职，熟悉相关会计法规，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我们认为其能够胜任财务

管理中心总监岗位的职责要求，本次聘任有利于公司发展。

2、程序合法性

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

公司董事会聘任王静女士为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监。

独立董事：

张汉斌 薛义忠

刘志强

2015年10月29日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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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斌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韦永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韦永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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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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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7,332,092.14 1,371,947,452.91 9.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262,066,087.63 1,139,586,641.16 1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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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40,976.94 -6.73% 741,462,394.02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1,650,741.10 7.07% 142,629,446.47 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0,394,582.83 2.68% 139,185,384.79 7.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71,047,178.87 157.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6.67% 0.44 4.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6.67% 0.44 4.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8% -0.13% 11.84%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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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1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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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3,990.9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97.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9,498.64

合计 3,444,06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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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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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涪陵国有

资产投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45% 130,416,000 130,416,000 质押 65,207,996

北京市第一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48% 24,111,360

东兆长泰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2% 20,056,960 质押 20,056,96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二组合

其他 4.93% 15,888,95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诺

安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0% 8,388,096

中国建设银行－

银华核心价值优

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96% 6,322,845

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产品

其他 1.76% 5,674,289

周斌全 境内自然人 1.57% 5,066,160 3,799,620

中国建设银行－

国泰金鼎价值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37% 4,403,400

重庆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渝信通

系列单一信托2号

其他 1.07% 3,46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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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4,111,360 人民币普通股 24,111,360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056,960 人民币普通股 20,056,96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15,888,950 人民币普通股 15,888,9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诺安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388,096 人民币普通股 8,388,096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核心价值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322,845 人民币普通股 6,322,845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产品

5,674,289 人民币普通股 5,674,289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鼎价值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403,4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3,400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渝信通系

列单一信托2号

3,461,1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1,1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375,4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5,400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渝信贰号

信托

3,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51%的股权，为《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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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①应收账款：期末数为7,701,472.19元，比年初3,595,936.44元增长114.17%，主要原因是：公司为

占领非主力市场和推广新产品，适当放宽了部分客户的信用额度，应收账款余额主要为一年以内的货款，

应收账款质量良好。

②预付账款：期末数为10,974,679.93元，比年初18,023,413.25元减少39.1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对期初预付的广告费、设计费进行了结算。

③应收利息：期末数为1,787,303.82元，比年初12,541,780.80元减少85.7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公司定期存款减少，对应计提的利息减少。

④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4,692,958.40元，比年初3,556,210.63元增长31.9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公司支付的保证金增加。

⑤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为274,500,000.00元，比期初数140,000,000.00元增长96.07%，原因是：报

告期公司购买短期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增加。

⑥在建工程：期末数为97,819,614.26元，比年初54,789,598.23元增长78.54%，主要原因是：珍溪榨

菜原料加工贮藏基地项目、好味源榨菜原料加工贮藏池项目及垫江坪山榨菜原料整理、淘洗和切分加工

生产厂房及配套工程投入增加。

⑦应付账款：期末数为60,476,391.19元，比年初45,736,332.99元增长32.2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末公司应付未付的供应商货款增加。

⑧应交税费：期末数为14,381,319.45元，比年初1,620,198.80元增长787.6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

末在法定申报期限内应交未交的增值税及所得税增加。

⑨其他应付款：期末数为21,878,024.92元，比年初32,703,665.86元减少33.10%，主要原因是：报告

期退还了部分投标保证金和支付了销售工作费用款。

（2）利润表项目

①投资收益:� 报告期发生数为3,928,358.48元，比同期数1,184,180.50元增长231.74%，主要原因

是：报告期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增加，收益相应增加。

②营业外收入：报告期发生数为4,308,494.22元，比同期数9,866,108.48元减少56.33%，主要原因

是： 去年同期公司处置因政府建设规划占用公司下属企业海椒香料厂厂房589.91万元收入进入当期损

益。

③营业外支出：报告期发生数为464,933.90元，比同期数2,548,553.18元减少81.76%，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固定资产报废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①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报告期发生数为30,960,423.66元，同期数为23,360,545.95元，

增长32.5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定期存款的利息增加。

②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报告期发生数为430,000,000.00元， 比上年同期180,000,000.00元增加

138.89%，原因为:报告期公司收回到期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款同比增加。

③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报告期发生数3,928,358.48元, 比上年同期1,184,180.50元增加

231.74%,原因为:报告期收到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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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发生数为47,390.00元，比上年

同期7,343,473.00元减少99.35%，原因是：去年同期收到因政府规划调整处置下属企业海椒香料厂房屋

拆迁补偿款726.87万元。

⑤投资支付的现金： 报告期发生数为564,500,000.00元， 比上年同期220,000,000.00元增加

156.59%，原因是:�报告期公司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同比增加。

⑥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报告期发生数为20,150,000.00元， 同期数为31,000,

000.00元，原因是：报告期公司实施的2014年度现金分红比去年同期实施的2013年度现金分红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经2015年5月7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5年6月2日召开的201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2015年6月5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交

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2015年9月18日，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2015年10月8日，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目前公司正在办理相关资产交割和股份发行登记等

相关工作，公司将按相关要求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二、2013年8月11日公司与贵州省独山县人民政府签订了《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

架协议》，2013年8月15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架协议的提示

性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2013年8

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2013年9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与独山县人民政府签署的《贵州省

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框架协议》，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在该框架协议范围内，就独山公司迁建事宜

与独山县人民政府商谈，签订正式的项目迁建协议并具体组织实施。

2014年3月2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签署贵州省独山盐酸菜有限公司项目迁建协议的公告》（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2014年3月20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根据该迁建协议，独山县政府搬迁补偿资金全额

到帐后，我公司启动独山盐酸菜公司的搬迁，由于独山县政府承诺的搬迁补偿资金一直未能按时到位，独

山盐酸菜公司的搬迁尚未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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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重庆市涪

陵区国有

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

会

重庆

市涪陵国

有资产投

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

司

在我们单独或共同实际控制贵司期间，我们以及我们单独

或共同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贵司)不会在中国

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从事与

贵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构成竞争威胁的业

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1)从事榨菜产品、榨菜酱油和其他

佐餐开胃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2)投资、收购、兼并

或以托管、承包、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从事榨菜产品、榨菜

酱油和其他佐餐开胃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的企业或

经济组织；(3)向与贵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在

资金、业务及技术等方面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或帮助。

2010年10

月31日

9999

-01

-01

正

在

履

行

东兆长泰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在我公司持股贵公司期间，我公司以及我公司单独或共同

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贵司)不会在中国境内外

直接或间接地以下列形式或其他任何形式从事与贵司主

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包括但不限于：(1)从事榨菜产品、榨菜酱油和其他佐餐开

胃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2)投资、收购、兼并或以托

管、承包、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从事榨菜产品、榨菜酱油和

其他佐餐开胃菜的研制、生产和销售业务的企业或经济组

织；(3)向与贵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在资金、

业务及技术等方面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或帮助。

2010年10

月31日

9999

-01

-01

正

在

履

行

重庆市涪

陵国有资

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

限公司

"1.涪陵国投所持涪陵榨菜限售股份81,510,000股，自愿

继续锁定12个月,具体时间于2014年9月25日起至2015年

9月30日止。

2.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涪陵国投不会委托他人管理所

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会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

将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亦不会要求公司回

购上述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

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3.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涪陵国投若违反上述承诺，减

持涪陵榨菜股份，则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涪陵榨菜，

归涪陵榨菜所有。 "

2014年09

月25日

2015

-09

-30

正

在

履

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重庆市涪

陵国有资

产投资经

营集团有

限公司

1.涪陵国投所持涪陵榨菜限售股份130,416,000股，自愿

继续锁定12个月,具体时间于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

9月30日止。 2.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涪陵国投不会委

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上述股份，也不会通过协议、信托或

任何其他安排将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使，亦不

会要求公司回购上述股份，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

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3.在上述承诺

的锁定期内，涪陵国投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涪陵榨菜股

份，则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

涪陵榨菜，归涪陵榨菜所有。

2015年09

月17日

2016

-09

-30

正

在

履

行

重庆市涪

陵区国有

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

会

重庆

市涪陵国

有资产投

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

司

1.自本承诺签署日（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6个月内不减

持涪陵榨菜股份；2.时机成熟时实施增持涪陵榨菜股份。

2015年07

月10日

2016

-01

-10

正

在

履

行

东兆长泰

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北京

市第一建

筑工程有

限公司

自本承诺签署日（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6个月内不减

持涪陵榨菜股份。

2015年07

月10日

2016

-01

-10

正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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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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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9.3 至 17,159.09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199.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收入及成本同比增加，费用同比持平，净利润有一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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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周斌全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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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临时会议）通

知于 2015年10月2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及电话确认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5年10月

28日下午2: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斌全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0

人，实际出席董事10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的议案》。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三季报正文同时刊登在2015年10月30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上。

二、会议以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陈重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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