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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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曹修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献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志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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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4,890,112.58 5,935,329,252.90 9.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73,064,746.02 742,587,965.04 -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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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638,749.59 79,992,628.04 -42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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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10,027,824,302.10 11,031,243,345.70 -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71,972,557.83 -46,821,611.20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43,393,813.54 -131,471,053.7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2.94 -6.87 减少86.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89 -0.0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89 -0.0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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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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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79,578.36 23,747,802.91 主要是期货套期保值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5,588,111.53 47,673,450.62

其中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享受即

征即退增值税24,867,792.28

元。

所得税影响额 2.18

合计 -12,191,466.83 71,421,2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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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48,1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10,584,873 39.92% 0 无 0 国有法人

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

17,282,769 3.28% 0 无 0 国有法人

湖南经济技术投资公司 17,200,401 3.26% 0 无 0 国有法人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6,731,768 1.28% 0 无 0 未知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5,626,443 1.07% 0 无 0 未知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5,577,930 1.06% 0 无 0 未知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4,631,600 0.8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4,484,304 0.85% 0 无 0 未知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3,488,788 0.66% 0 无 0 未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

2,707,736 0.51%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0,584,873 人民币普通股 210,584,873

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17,282,769 人民币普通股 17,282,769

湖南经济技术投资公司 17,200,401 人民币普通股 17,200,40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731,768 人民币普通股 6,731,768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626,443 人民币普通股 5,626,44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577,930 人民币普通股 5,577,930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4,631,600 人民币普通股 4,631,60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484,304 人民币普通股 4,484,304

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488,788 人民币普通股 3,488,78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707,736 人民币普通股 2,707,7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保持一致行动

关系。 根据《股东协议》约定，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在行

使提案权、或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时，均将作为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一

致行动人，按照株洲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意见行使。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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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年初

增减金额

本报告期末比年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30,562.99 4,439.14 26,123.85 588.49

应收票据 9,348.79 6,764.31 2,584.48 38.21

预付款项 16,752.95 11,358.50 5,394.45 47.49

其他应收款 12,542.12 8,096.67 4,445.45 54.9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546.57 167.85 378.72 225.62

应付票据 24,000.00 5,000.00 19,000.00 380.00

预收款项 20,826.83 14,573.47 6,253.36 42.91

应交税费 387.80 1,356.26 -968.46 -71.41

应付利息 2,123.92 1,442.69 681.23 47.22

长期借款 1,320.51 2,899.26 -1,578.75 -54.45

专项储备 307.40 - 307.40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报告期末30,562.99万元，较年初增长588.49%，主要是为子公司开展自营业

务增加了资金储备。

应收票据：报告期末9,348.79万元，较年初增长38.21%，主要是下游钢铁企业持续低

迷，票据回款比例增加。

预付账款：报告期末16,752.95万元，较年初增长47.49%，主要是公司本期按合同约定

需要支付的预付款项增加。

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12,542.12万元，较年初增长54.90%，主要是公司本期套期保值

合约增加，相应增加了期货保证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报告期末546.57万元，较年初增长

225.62%，主要是公司本期现金流量套期的有关原材料及产品远期商品合约期末为浮动亏

损。

应付票据：报告期末24,000万元，较年初增长380%，主要是公司为拓宽融资渠道，降低

融资成本，开具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融资。

预收款项：报告期末20,826.83万元，较年初增长42.91%，主要是预收客户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报告期末387.80万元，较年初下降71.41%，主要是期末应交的增值税等应交

的税费的减少。

应付利息：报告期末2,123.92万元，较年初增长47.22%，主要是到期还本付息的借款利

息增加。

长期借款：报告期末1,320.51万元，较年初下降54.45%，主要是公司本期长期借款到

期。

专项储备：报告期末307.40万元，年初金额为0元，主要是本期末公司安全生产费用专项

储备余额。

2.利润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金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3,491.67 672.83 2,818.84 418.95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78.71 2,753.92 -3,132.63 -113.75

投资收益 2,753.49 -1,827.36 4,580.85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5,180.28 7,640.13 -2,459.85 -32.20

净利润 -47,195.93 -4,680.34 -42,515.59 不适用

利润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3,491.6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818.84万元，主要是补缴以前

年度预缴增值税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378.7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132.63万元，主要是本期末的

存货套期保值及产品远期商品合约持仓的浮动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收益：本期2,753.4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580.85万元，主要是本期套期保值投

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营业外收入：本期5,180.2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59.85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净利润：本期-47,195.93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2,515.59万元，主要原因是大宗商品

价格连创新低，铅、锌特别是铟、银等综合回收产品价格一路下滑，产品毛利大幅减少。

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

民币

报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同

期增减金额（万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663.87 7,999.26 -33,663.14 -420.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345.50 2,813.56 53,531.95 1902.64

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大幅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25,663.8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3,663.14万

元，主要是预付款项增加及购买原料等经营活动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56,345.5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3,531.95万元，

主要是公司为应对复杂的市场形势，适当的增加银行借款，加大了资金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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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为解决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于2014年6月4日承诺：

“五矿集团将积极通过对外出售、关闭等方式消除水口山公司与株冶集团的同业竞争问题；

同时五矿集团承诺在水口山公司旗下铅锌资产连续两年盈利（以经审计确定的数值为准）

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将该资产注入或托管给株冶集团，并在满足上述连续两年盈利的条

件之日起一年之内将资产注入或托管方案提交株冶集团股东大会审议。 如上述方案经株

冶集团股东大会审议后未获得批准，在股东大会做出不予批准的决议后，五矿集团可以对

外出售或者关闭等方式自行解决水口山公司与株冶集团的同业竞争问题。 ”报告期内，因

未满足承诺执行的条件而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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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有色产品价格延续弱势震荡态势，行业低迷、产能过剩的状况仍在继续，在以上背

景下公司预计2015年度全年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修运

日期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961

证券简称：株冶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34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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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

材料。

（三）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2015年10月29日。

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方式：通讯表决方式。

（四）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3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具体内容刊登在2015年10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审议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

1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

调整后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曹修运 副主任：黄忠民

委员：曾德明、虞晓锋、张红信、邵凯旋、王辉、刘文德、李雄姿、刘朗明

2、审计委员会

主任：谢青 副主任：张红信

委员：曾德明、胡晓东、吴晓鹏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曾德明 副主任：虞晓锋

委员：谢青、胡晓东、黄忠民

4、提名委员会

主任：胡晓东 副主任： 曹修运

委员： 谢青、虞晓锋、 黄忠民

特此公告。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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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孙忞 董事 因其它公务 周燕飞

1.3�公司负责人吴建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士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谢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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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46,054,063,470.33 44,756,492,207.10 42,479,420,389.41 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3,438,752,091.41 23,185,275,397.52 23,216,053,236.6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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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86,694,497.24 4,203,832,131.98 4,156,801,979.57 -28.95

营业收入 21,682,172,180.24 18,756,986,726.57 18,660,531,142.39 15.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983,135,064.27 1,435,866,641.28 1,422,872,269.22 3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5,446,243.05 1,419,873,680.65 1,420,981,203.98 2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40 6.72 6.66 增加1.6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6 0.315 0.313 38.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36 0.315 0.313 38.11

备注：调整后数据为公司本期将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

并的子公司进行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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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590.43 -581,6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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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896.90 5,234,5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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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5,68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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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70,238.65

出售部分海通证券

股份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2,106,220.46 4,136,651.22

所得税影响额 -1,120,858.50 -64,288,790.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67,158.58 -887,875.01

合计 3,399,690.71 217,688,8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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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220,84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2,327,003,188 51.1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36,108,364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55,532,250 1.2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51,136,900 1.12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48,008,313 1.0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

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6,560,585 0.8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36,499,577 0.80 0 无 0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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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9,200 0.7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久事公司 28,395,455 0.6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17,529,320 0.3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2,327,003,188 人民币普通股 2,327,003,18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6,108,364 人民币普通股 136,108,36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5,532,250 人民币普通股 55,532,25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1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51,136,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48,008,313 人民币普通股 48,008,31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36,560,585 人民币普通股 36,560,585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36,499,577 人民币普通股 36,49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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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7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3,879,200

上海久事公司 28,395,455 人民币普通股 28,395,4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17,529,320 人民币普通股 17,529,3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曾获得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的信息。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无优先股相关事项。

三、重要事项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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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与年初增减百

分比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898,681,580.10 1,843,772,269.27 -51.26%

主要系子公司应收货款减少所

致

预付款项 304,630,608.72 172,278,693.13 76.82%

主要系子公司预付货款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286,779,845.14 127,263,095.63 125.34%

主要系子公司待抵扣进项税增

加所致

在建工程 6,787,168,066.71 4,481,642,638.06 51.44% 主要系基建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工程物资 153,788,045.07 651,247,678.38 -76.39%

主要系工程物资结转至在建工

程所致

其他应付款 423,025,849.31 1,224,302,513.53 -65.45%

主要系支付新能源公司股权收

购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1,203,300,000.00 811,224,777.25 48.33%

主要系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所致

长期借款 4,364,684,041.15 3,067,889,136.62 42.27%

主要系子公司长期借款增加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226,974,668.73 495,617,445.65 -54.20%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789,643,023.88 1,606,966,833.98 -50.86%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与上期增减百

分比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31,981,035.51 194,235,581.79 -32.05% 主要系利率下降所致

勘探费用 194,703,701.27 750,000.00 25,860.49%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石油天然气

有限公司勘探费用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587,339,623.95 934,272,566.09 69.90%

主要系股权投资收益及处置投

资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44,445,622.69 332,831,356.84 33.53% 主要系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与上期增减百

分比

变动原因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91,175,527.49 245,833,744.93 59.12%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石油天然气

有限公司勘探费用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

金

278,112,584.35 50,871,169.93 446.70%

主要系公司出售部分海通证券

股份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2,240,582,852.51 1,252,311,125.39 78.92%

主要系基建项目工程支出增加

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449,195,137.00 389,592,720.00 271.98%

主要系公司参与华电国际定向

增发所致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

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

820,400,000.00 2,175,345.58 37,613.55%

主要系支付新能源公司股权收

购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8,522,468,561.43 4,625,167,470.34 84.26% 主要系借款增加所致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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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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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建雄

日期 20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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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在上海召开。 公司于

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董事10名，董事孙忞

委托董事周燕飞代为表决。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吴建雄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全票同意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

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经关联董事徐国宝回避表决，非关联10位董事全票同意公司向中天合创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担保，并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具体内

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

交易公告》）。

三、经关联董事徐国宝回避表决，非关联10位董事全票同意公司向中天合创能源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短期委托贷款（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天合

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短期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四、董事会全票同意，华士超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职务。

五、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孙忞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孙忞因个人工作变动，提出辞去公

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孙忞的辞职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报备文件：

1、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孙忞辞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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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10月28日，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在上海召开。 会议应到

监事5名，参加表决监事5名。监事会主席宋雪枫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全票审核通过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全票审核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报

告》；

三、全票审核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短期委托贷款的关

联交易报告》。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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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合创”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提供担保的金额合计约不超过人

民币55亿元。 截止公告日，未实际为其提供任何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情况：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累计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1,400万元，无逾期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天合创负责内蒙古中天合创鄂尔多斯煤炭深加工示范项目（以下简称“中天合创项

目” ）的建设、经营和管理。 中天合创项目总投资约620亿元，其中资本金约占30%，剩余资

金约440亿元需通过项目银团贷款方式予以解决，目前相关银团贷款合同尚处于银行审批

阶段。 根据中天合创项目银团贷款中相关担保条款要求，本公司拟与中天合创的其他股东

方，按各自持股比例为中天合创项目银团贷款提供担保。 该银团贷款保证合同中，被担保

人为中天合创，贷款人为由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组成的项目融资银

团。 本公司拟为中天合创提供担保的金额合计约不超过人民币55亿元。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会议应到董事11名，经关联董事徐国宝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董事10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

致同意该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合创” ）是由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和内蒙古满

世煤炭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按38.75%、38.75%、12.5%、10%股比投资设立的公司，其基本情况

如下：

1、名称：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鄂托克西街南迎宾路

3、法定代表人：李馥友

4、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销售；煤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矿山机械、化

工机械制造、维修；煤化工设备租赁；煤炭、煤化工能源产品技术及信息的研发、开发、应用、

咨询服务。

5、项目建设情况： 中天合创项目总投资约620亿元，截至2015年9月30日，项目已完成

投资413.82亿元，预计2016年下半年完成建设。

6、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15.53 354.46

负债总额 86.19 195.12

银行贷款总额 26.98 99.30

流动负债总额 62.71 102.26

净资产 129.34 159.34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0

（二）被担保人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情况

本公司持有中天合创12.5%的股权，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中天合创董事，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公司与中天合创构成关联关系，相关交易

活动构成关联交易。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中天合创之间担保方式拟为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约不超过人民币55

亿元，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担保协议的生效和担保解除的主要条件如下：

1、担保协议生效条件

（1）本公司的上述担保已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2）中天合创其他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并各自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

（3）本公司及其他股东已签署银团贷款担保协议。

2、担保解除条件

（1）中天合创项目达到融资文件规定的完工条件；中天合创拥有的采矿权、房产和土

地使用权、机器设备等资产符合银团规定的抵押条件；中天合创拥有的上述资产已抵押给

银团；

（2）项目连续三年盈利；

（3）解除担保前，中天合创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为正；

（4）中天合创至少偿还银团贷款本金的30%。

该担保合同，将由本公司与其他中天合创的股东共同签署，各担保人提供的担保将同

时生效，本公司将不会早于其他担保人提供任何担保前形成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为中天合创提供担保，将有利于其完成银团贷款协议的签

署，从而推动项目建设按计划进行，尽早实现投产，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根据本公司章程，上述担保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同意的前提下，董事会授

权总经理，在与上述担保主要条件基本相当的前提下，签署担保协议。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认真审阅了相关材料，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

了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根据中天合创项目银团贷款协议中相关担保条款的要求， 公司为中天合创提供担

保，将有利于其完成银团贷款协议的签署，从而推动项目建设按计划进行，尽早实现投产，

符合本公司整体利益。 未发现该担保行为存在对公司不公平、不对等的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决策程序规范，对公司上市条件和

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累计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400万元，无逾期担保情

况。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声明及独立意见；

2、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报备文件：

1、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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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短

期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贷款对象：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合创” ）

●委托贷款金额：本次短期委托贷款的合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委托贷款期限：本次短期委托贷款的期限不超过6个月。

●贷款利率：央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天合创目前处于项目建设期。 由于项目银团贷款协议尚在审批过程中，故目前无法

通过银团贷款解决建设资金来源，为缓解项目当前资金供应紧张状况，中天合创提出由各

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合计80亿元的短期委托贷款， 用以解决项目建设资金短期过桥需求，

为此本公司拟按持股比例向中天合创提供总额不超过10亿元的短期委托贷款。

本公司持有中天合创12.5%的股权，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中天合创董事，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公司与中天合创构成关联关系，相关交易

活动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含本次）止，在过去12个月内，公司未与中天合创或者其他关联人进

行相同类型的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中天合创是由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本公司

和内蒙古满世煤炭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按38.75%、38.75%、12.5%、10%股比投资设立的公司，

其基本情况如下：

7、名称：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8、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鄂托克西街南迎宾路

9、法定代表人：李馥友

10、经营范围：煤炭洗选加工、销售；煤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矿山机械、

化工机械制造、维修；煤化工设备租赁；煤炭、煤化工能源产品技术及信息的研发、开发、应

用、咨询服务。

11、项目建设情况： 中天合创项目总投资约620亿元，截至2015年9月30日，项目已完

成投资413.82亿元，预计2016年下半年完成建设。

12、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15.53 354.46

负债总额 86.19 195.12

银行贷款总额 26.98 99.30

流动负债总额 62.71 102.26

净资产 129.34 159.34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0 0

三、委托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短期委托贷款的合同金额不超过10亿元，期限不超过6个月，利率为央行同期同档

贷款基准利率。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为中天合创提供短期委托贷款，将缓解其在银团贷款签约和提款前的项目建设

资金压力，支持项目公司建设发展，保障项目按期建成并投入运营。 委托贷款不影响公司日

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五、本次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会议应到董事11名，经关联董事徐国宝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董事10名，非关联董事表决一

致同意该关联交易议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召开前认真审阅了相关材料，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

了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为中天合创提供短期委托贷款，将缓解其在银团贷款签约和提款前的项目建设

资金压力，支持项目公司建设发展，保障项目按期建成并投入运营。 委托贷款利率为央行同

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未发现委托贷款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以及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

展的情形。

3、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决策程序规范，对公司上市条件和

持续经营能力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上网公告附件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先认可声明及独立意见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报备文件：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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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2015年1-9月，公司控股企业完成发电量194.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 其中燃煤发

电完成17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3%；天然气发电完成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风电

完成2.7亿千瓦时，太阳能发电完成0.03亿千瓦时（新能源公司去年同期未纳入合并范围）。

1-9月，公司控股发电企业上网电量187.4亿千瓦时，上网电价均价0.42元/千瓦时。

公司控股发电企业1-9月发电量情况：

电源类型 企业名称

公司持股比例

（%）

发电量

（亿千瓦时）

燃煤发电

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40 76.27

上海外高桥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控股）

40 60.95

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1 31.67

上海申能星火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75 1.06

天然气发电 上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65 22.22

风电

上海长兴风电 100 0.31

上海青草沙风电 100 0.72

内蒙古达茂风电一期 100 0.64

上海老港风电一期 100 0.25

上海老港风电二期 100 0.61

上海临港风电 55 0.17

太阳能发电

上海临港太阳能 100 0.01

上海世博太阳能 100 0.02

公司控股发电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前三季度上海市全社会用电量增长高于区外来

电的增长；二是公司充分发挥机组能耗低的竞争优势，加强与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积极争

取多发电；三是公司加强设备管理，确保机组运行可靠性。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0日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961

公司简称：株冶集团

公司代码：

600642

公司简称：申能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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