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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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悉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正洪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邓国雷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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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293,294.58 893,363,333.81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39,278,857.85 711,993,422.01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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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0,024.79 7,829,944.53 -5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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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487,556.96 142,193,151.54 2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9,973,365.84 6,148,463.48 6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52,445.84 5,999,709.46 -79.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37 0.84 增加0.5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3 0.039 6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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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46.42 -102,346.4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

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5,369.00 5,3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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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584.70 280,754.1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

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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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0.00

根据公司2014年9月投资重庆德能

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协议约定，

德能公司大股东将其持有的德能公

司股份700万元以0元的价格转让给

公司，2015年5月办妥相关手续．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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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

整合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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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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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

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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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002.15 1,586,673.3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

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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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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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49,530.00 -49,53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

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367,079.43 8,720,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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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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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1-9月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37.29%，主要系公司业务稳步增加所致；

本年1-9月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增长40.99%，主要系公司收入增长所致；

本年1-9月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63.06%，主要系公司产品运费及维护费增长所致；

期末预付账款比期初增加429.85%，主要系公司期末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期末其他应收账款比期初增长421.65%，主要系公司借款给参股企业德能公司所致；

期末长期股权投资比期初增长25%，主要系增加对德能公司投资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增长582.70%，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增长所致；

期末应付账款比期初减少54.81%，主要系欠供应商的货款减少所致；

期末预收账款比期初减少33.10%，主要系预收客户货款减少所致；

期末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减少76.33%，主要系应支付的改制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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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公司股权激励进展情况

2015年8月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 2015�年 8�月 3�日为授予日向 19�名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 60�万股，授予价格 11.15�元/股。在认购过程中，激励对象何绍全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认购拟授予

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4� 万股，激励对象周游在认购过程中辞职，公司按相关规定取消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

性股票 1�万股。 因此，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实际激励对象人数为 17�人，实际授予限制

性股票 55�万股，占本公司本次定向发行前总股本的 0.3492%。 2015年9月1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天健验字(2015)8-82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截至 2015年8月31日新增注册资本及股

本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截至 2015年8月31日，公司已收到17名股权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行

权股款6,132,500.00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55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5,582,500.00

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8,033,400.00�元，累计实收资本人民币158,033,400.00�元。 2015年 9月

23日，公司办理完预留限制性股票变更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

3.2.2�首次授予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解锁情况

2015年8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第一期解锁的议案》，鉴于公司及激励对象的各项考核指标均满足《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规定的解锁条件，依照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决定对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施第一期解锁，可解锁比例 20%，可解锁股份合计为 104.9� 万

股。 根据证监会公告[2015]18号，从7月8日起6个月内，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蓝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故公司张晶、任顺福、杜正洪、敖志、李建科5名高管至今未出

售所持本公司股票。

3.2.3�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18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上述事项

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年 9月1日起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5年10月

1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10月1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

间不超过一个月。 ?

停牌期间，公司与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就重组方案及标的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进

行了积极沟通与协商，初步确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潜在重组标的为一家互联网公司，主要从事互联网相关业

务，重组初步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公司以发行股份等方式收购标的公司股权。

现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对交易对方资产进行梳理，明确拟收购资产范围，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论

证，以形成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 待重组方案初步明确后，公司将与对方签署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

3.2.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15年1-9月实际使用募集资金2,387.16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4,387.16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投专户3,000万元，投资理财1,000万，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含定期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50.52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43,541.2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

入21,541.25万元，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16,000万元,投资理财6,000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含定期存款利息）及购买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2,115.98万元。 ?

截至?2015年9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25,360.61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含定期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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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在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过程中认购了19,073,500

股，承诺上述股份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予转让。 截止目前，控股股东严格履行了上

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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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悉承

日期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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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育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瑞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平保证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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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1,194,179.25 2,884,764,916.33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84,260,143.47 1,395,149,691.88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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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336,561.63 282,890,830.54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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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994,274.72 1,497,964,471.87 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0,693,193.99 141,896,276.61 -1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5,469,505.47 140,130,681.66 -24.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38 10.26 减少1.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5 0.30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5 0.30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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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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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566.29 450,809.85 线路拆迁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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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3,238.31

取得子公司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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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435,570.43 1,702,660.9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79,850.62 -323,020.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1,019,153.52 15,223,6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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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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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应收账款 17,934,410.58 45,911,006.46 -60.94%

预付款项 25,666,135.39 1,720,426.25 1391.85%

其他应收款 760,962.87 222,207.00 242.46%

存货 11,700,351.41 4,802,963.85 143.61%

在建工程 389,092,979.29 250,959,235.67 55.04%

应付账款 2,979,685.34 5,684,347.32 -47.58%

预收款项 69,004,042.72 41,064,839.96 68.04%

应交税费 25,684,275.67 12,804,732.54 100.5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000,000.00 277,000,000.00 -82.31%

1、应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减少60.94%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影响；

2、预付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1391.85%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材料物资款增加影响；

3、其他应收款期末比期初增加242.46%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备用金借款增加影响；

4、存货期末比期初增加143.61%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购入存货增加影响；

5、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加55.04%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工程投入增加影响；

6、应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减少47.58%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付购电费减少影响；

7、预收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68.04%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电费增加影响；

8、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增加100.58%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未交税费增加影响；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减少82.31%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已归还到期长期借款增加影响。

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本年7-9月 去年7-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投资收益 -614,359.09 -1,936,354.46 68.27%

营业外收入 467,689.88 849,863.50 -44.97

营业外支出 1,666,694.02 8,350.00 19860.41%

所得税费用 3,959,675.59 7,668,085.43 -48.36%

项目 本年1-9月 上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减值损失 29,603,964.46 1,721,028.93 1620.13%

投资收益 2,449,372.48 -1,677,164.47 246.04%

营业外收入 18,479,876.53 2,434,919.11 658.95%

营业外支出 2,933,167.38 408,478.16 618.07%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350,108.20 -100.00%

所得税费用 19,335,939.96 32,544,154.09 -40.59%

1、7-9月投资收益同比增加68.27%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联营企业净利润增加影响；

2、7-9月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44.97%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滞纳金收入、罚款收入同比减少影响；

3、7-9月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19860.41%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用户赔偿金增加影响；

4、7-9月所得税同比减少48.36%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减少影响；

5、1-9月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620.13%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影响；

6、1-9月投资收益同比增加246.04%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联营企业净利润增加影响；

7、1-9月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658.95%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电费滞纳金收入增加、合并价差影响；

8、1-9月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618.07%的主要原因是：本期用户赔偿金增加影响；

9、1-9月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减少100%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未发生非流动资产处置业务影响；

10、1-9月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40.59%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减少影响。

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1,528,921.75 76,207,276.38 -58.63%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40,000,000.00 -100.0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0,999,522.43 10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

103,461,823.65 163,843,525.56 -36.8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56,000,000.00 427,000,000.00 30.21%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58.63%的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本期收到新建小

区配套设施建设费减少影响；

2、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100%的主要原因是：主要原因是本期未发生收回投资业务影响；

3、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100%的主要原因是：购买日子公司持有的现金和现金等价

物大于母公司支付对价中以现金支付的部份影响；

4、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36.85%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购建固定资

产支付的现金减少影响；

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30.21%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归还银行到期借款增加影响。

1-9月，本公司自发电量42304万千瓦时，同比下降2%。 购电量329449万千瓦时，同比下降2%。 其中购

地方电量196255万千瓦时，同比下降5.8%；购省网电量133194万千瓦时，同比增长4.4%。 售电量355283万千

瓦时，同比下降2.2%，其中：趸售电量148164万千瓦时，同比增长1.4%；直供电量207119万千瓦时，同比下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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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4月16日披露了《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临2015-10）， 云

南省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与西畴县莲花

塘九股水冶炼厂供用电合同纠纷，经过庭前调解，达成了调解协议。 根据《民事调解书》，西畴县莲花塘九股

水冶炼厂所欠本公司电费和违约金将分别在2015年9月30日和2015年12月20日前履行。 截止至2015年9月

30日，公司尚未收到西畴县莲花塘九股水冶炼厂所欠本公司电费和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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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云南电

网有限

责任公

司

2005�年 12�月 23�日，云南电网公

司承诺：此次收购完成后， 收购人

承诺收购人在文山州砚山县的控

股子公司平远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将不会扩大电力供应范围， 对于其

他可能的潜在同业竞争，也将竭力

避免收购人及其全资附属企业和

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企业在以后的

业务发展中与文山电力之间出现

同业竞争。 如果出现同业竞争，

收购方将以文山电力全体股东利

益为准则，尽力将其消除。

长期

有效

是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云南电

网有限

责任公

司

2005�年 12�月 23�日，云南电网公

司承诺：关联交易将按照正常的商

业准则和国家政策进行。 关联交

易的定价将严格执行国家电价政

策。 对于将来其他不可避免的关

联交易，收购方承诺将按照正常的

商业准则进行。 关联交易的定价

政策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交易价格依据与市场独立第

三方交易价格确定。 无市场交易

价格的关联交易或定价受到限制

的关联交易，按照交易商品或劳务

的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的标准予以

确定交易价格，以保证交易价格的

公允性。 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文

山电力及文山电力其他股东的权

益。

长期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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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育鉴

日期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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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青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建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任建华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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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95,459,284.94 46,818,905,489.60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635,712,210.49 8,639,586,604.63 -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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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450,404.69 -5,143,003,2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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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65,061,657.89 109,699,541,209.00 -5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20,784,965.32 176,678,478.61 -62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963,490,949.66 -113,678,471.4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30 2.0556

减少2.1686���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590 0.1648 -621.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8590 0.1648 -621.2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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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043.52 8,387,608.3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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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631.33 22,457,523.7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952,8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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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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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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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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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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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281,440.63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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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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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73,152.68 26,906,396.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543,788.77

所得税影响额 -623,328.61 -14,763,852.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87,969.88 -2,972,243.12

合计 4,507,442.00 42,705,9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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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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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

例 (%)

变化原因

预收款项 6,428,221,359.64 3,953,793,438.85 62.58 本期末公司预收的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68,619,991.56 188,458,282.35 -63.59 公司支付上年度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1,482,518.10 80,986,823.50 -98.17

公司待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金

增加。

应付利息 189,991,635.49 128,660,169.82 47.67

公司银行借款较年初增加，相应

的应付利息增加。

其他应付款 2,517,500,850.72 1,460,013,484.67 72.43

公司集团内拆入资金增加，支持

业务经营。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32,802.50 456,232,802.50 -99.95

本期公司偿还了到期的长期借

款。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比

例 (%)

变化原因

营业收入

53,165,061,

657.89

109,699,541,

209.00

-51.54

本报告期宏观经济增速减缓，钢

材产能持续过剩，终端需求不

足，钢材、冶金原材料等大宗商

品价格持续走低，同时公司为防

范市场风险，适当缩减了业务规

模。

营业成本

51,393,157,

042.88

107,339,714,

514.38

-52.12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下降，相

应的营业成本同比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98,331,119.85 67,421,933.38 45.84

本期公司所属子公司出口业务

同比增加，相应的免抵税额缴纳

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

加增加。

财务费用 1,303,714,784.73 925,382,037.71 40.88

本期人民币贬值，公司汇兑损失

同比大幅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314,456,151.43 115,583,817.80 172.06

本期钢材、冶金原材料等大宗商

品价格同比大幅下跌，公司计提

的存货跌价增加，同时本期公司

钢材工地配送业务增加，应收账

款增加，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增

加。

投资收益 -2,712,185.61 218,424,701.51

-101.

24

去年同期公司处置子公司确认

的处置收益较多。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9,450,404.69

-5,143,003,

214.21

104.66

本报告期公司为防范风险，适度

缩减了营业规模和采购规模，同

时降预付、清库存，加速回笼货

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165,414.50 5,421,508.06 -5525.9

上年同期公司处置子公司收回

的现金净额较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793,159.93 5,276,152,849.61 -93.67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入，借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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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7日起停牌，并

于2015年8月15日、8月22日、8月29日、9月8日、9月15日、9月22日、9月29日、10月13日、10月20日、10月27日发

布了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2015-21）、《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临2015-22）、《五

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临2015-26）、《五矿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临2015-28）、《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30）、《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

的公告》（临2015-31）、《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临

2015-33）、《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34）、《五矿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35）和《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

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的公告》（临2015-37）。

截止目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各项工作主要进展如下：

1、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公司及各中介机构正在全力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

2、经过前期密集工作，公司已初步确定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发行方案中的重要事项还需与相关方

进一步协商，且需履行必要国资决策程序。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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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注入

中国五矿集

团公司

2008年，在公司进行配股

再融资期间，公司控股股

东（现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五矿” ）

作出承诺：“在五矿发展

本次再融资经股东大会批

准后，积极推进包括邯邢

冶金矿山管理局在内的其

他黑色金属领域相关资产

和业务的改制、重组工作，

在资产和业务符合注入上

市公司的条件时实施以五

矿发展为核心的黑色金属

业务的整合。 ”

2014年6月，中国五

矿将该承诺规范为：“我

公司（中国五矿）将积极

推进包括邯邢矿业有限公

司在内的其他黑色金属领

域相关资产和业务的改

制、重组等工作，在2022

年6月30日前，实施以五

矿发展为核心的黑色金属

业务整合。 ”

承诺时间：

2008年。

承诺规范

时间：2014年6

月。

期限：

2022年6月30

日。

是 是

其他承诺

解决同业竞

争

中国五矿集

团公司

对于上述（指中国五矿旗

下的南美五金矿产有限公

司等12家海外公司）涉及

同业竞争的境外公司，在

本次资产托管（指公司于

2014年12月24日发布的

《关于受托管理资产的关

联交易公告》（临

2014-48）中的托管事

项）的基础上，中国五矿

将在被托管公司符合所在

国法律和连续三年盈利的

条件下，于2022年年底前

注入上市公司。

承诺时间:

2014年12月。

期限：

2022年12月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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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经济增速放缓、钢铁产能过剩、终端需求不足，公司经营的钢材、冶金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

跌，且持续走低，同时，受本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影响，公司汇兑损失同比大幅增加，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

期期末的净利润很可能为亏损且与上年同期相比很可能发生较大幅度下降。

公司名称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青春

日期 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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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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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6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的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名，无缺席会议董事。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同意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对外正式披露及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变更的议案》

任建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董事会聘任陈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及财务总监职务。 董事会对任建华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变更的公告》（临2015-40）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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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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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变更的议案》。

任建华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董事会对任建华先生在任职期间

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聘任陈辉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就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

《公司法》、本公司《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陈辉先生的任职资格已事先由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进行了审核；公司变更副总经理及财务总监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据此，同意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附件：陈辉先生简历

陈辉：1970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工商管理专业，高级会计师。曾任本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助理、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财务总部副总经理、湖南有色金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兼财务部总经理、中

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部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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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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