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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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顾涧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广超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厉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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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6,526,603.81 5,061,818,584.60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411,568,705.27 4,346,337,136.3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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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389,319.01 -14.48% 1,062,178,027.34 -5.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1,098,041.30 -28.95% 85,684,968.55 -3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123,768.90 -8.15% 88,839,839.31 -13.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36,160,898.82 -283.6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40 -30.05% 0.0738 -33.6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40 -30.05% 0.0738 -33.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 下降0.59个百分点 1.96% 下降1.2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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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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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8,4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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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939.9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02,943.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0,599.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4,091.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3,663.56

合计 -3,154,87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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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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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7.11% 546,945,242

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1% 211,407,711 冻结 14,560,000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0% 13,956,800

叶玫 境内自然人 1.05% 12,170,674 12,170,674 质押 12,170,67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71% 8,2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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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0.64% 7,471,627

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8% 5,567,386

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0% 4,679,666 4,679,666 质押 4,679,666

山南中科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3,683,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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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0% 3,472,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0% 3,472,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0% 3,472,3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0% 3,472,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0% 3,472,3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0% 3,472,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0% 3,472,3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0% 3,472,3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30% 3,472,3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30% 3,472,300

前10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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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 546,945,242 人民币普通股 546,945,242

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11,407,711 人民币普通股 211,407,711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3,95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56,8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277,600 人民币普通股 8,27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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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71,627 人民币普通股 7,471,627

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567,386 人民币普通股 5,567,386

山南中科润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683,966 人民币普通股 3,683,966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3,47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2,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大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属于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两者属

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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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类

1、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比年初下降48.25%，主要是使

用闲置资金新增购买理财产品及对外投资。

2、报告期末，公司应收票据余额比年初下降47.52%，主要是背

书转让了部分票据。

3、报告期末，公司应收利息余额比年初下降78.44%，主要是定

期存款部分到期、收到已计提利息。

4、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余额比年初下降56.54%，主

要是子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待摊费用的摊销减少。

5、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资产余额比年初上升58.07%，主要

是使用闲置资金新增购买理财产品。

6、报告期末，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比年初上升232.63%，

主要是投资了悠易互通和万之象。

7、报告期末，公司长期待摊费用余额比年初下降39.44%，主要

是子公司单个屏体经营权转销。

8、报告期末，公司预收账款余额比年初下降41.30%，主要是公

司报刊发行的预收款项逐步结转收入。

9、报告期末，公司应付职工薪酬余额比年初下降41.66%，主要

是发放了去年年末计提的职工年终奖金。

10、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余额比年初下降30.64%，主要是

公司按合同支付收购香榭丽广告公司原股东的股权转让款， 以及清

偿了其他单位往来款。

11、报告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负债余额比年初下降41.64%，主要

是支付了去年年末预提的成本费用。

（二）利润表项目

1、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财务费用同比上升61.88%，主要是定

期存款本金下降、相应计提的利息收入下降。

2、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同比上升228.16%，主要

是合并范围同比变化。

3、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投资收益同比上升39.74%，主要是增

加了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金额，投资收益相应增加。

4、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77.93%，主要是

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

5、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营业外支出同比上升309.81%，主要是

子公司单个屏体经营权转销及对外扶贫捐赠支出增加。

6、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98.16%，主要是

上年同期部分子公司尚未取得免税批文。

7、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下

降31.18%，主要是受营业收入下降，资产减值损失增加、政府补贴减

少等影响。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年初至报告期末，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283.61%，主要是报刊业务相应的营业收入减少、应收账款回收速度

减缓。

2、 年初至报告期末，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219.33%，主要是对外投资了悠易互通、万之象、德同广报和德粤基

金，以及增加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3、 年初至报告期末，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78.85%，主要是较上年同期减少了现金分配股利的金额。

4、 年初至报告期末，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下降

111.70%，主要是营业收入减少，以及使用闲置资金新增购买理财产

品及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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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进公司“产业化、平台化、移动化、大数据”的发展战略，进

一步增强公司对文化产业的投资能力，促进公司积极稳健地多元化

外延扩张，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1.5�亿元人民币与德同（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上海德粤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以

产业整合与并购重组等方式，专注于投资文化传媒的热点领域和创

新服务领域的相关性企业。 公司于 2014�年 10�月 27�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与德同（北京）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合作设立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 至本报告期末

德粤基金已投资节操精选、悠易互通、影谱科技、德赢基金、足球控、

快快租车、奇遇旅行、Beta财富8个项目，累计投资金额1.32亿元人民

币。

项目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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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日报社、广州传媒

控股有限公司、广州大

洋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完善上市公司的分红制度的承诺 长期履行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广州日报社、广州传媒

控股有限公司

1.对于标的资产产权清晰完整的承诺。 2.关于广

州日报社授权本公司独家经营相关报刊、杂志经

营业务的承诺。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4.

关于广告发布费比例调整的承诺。 5.关于上市

公司新设报刊的承诺。 6.关于广州日报社和系

列报社、杂志社正在进行中的诉讼、仲裁和执行

的承诺。 7.对于标的资产税务风险的承诺。 8.上

市公司独立性承诺。 9.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 10.对于房产租赁问题的承诺。

长期履行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广州日报社、广州传媒

控股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赢周刊股权处置的承诺 2014年04月18日 长期履行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叶玫等20位股东

交易对方关于标的公司业绩的承诺及补偿安排：

交易对方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叶玫等20位股

东在《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中承诺，香榭丽2014年、2015年、

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5,683万元、6,870万元、8,

156万元。 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

润，则交易对方将按照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2013年10月25日 2016年12月31日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叶玫、乔旭东和上海埃

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交易对方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叶玫、乔旭东

和上海埃得伟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三名股东

承诺自本次交易所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3年10月25日 2017年7月1日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叶玫

任职期限的承诺：叶玫承诺自标的资产交割日

起，仍在标的公司或粤传媒任职不少于60个月，

并与标的公司或粤传媒签订期限不低于60个月

的《劳动合同》，且在标的公司或粤传媒不违反

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叶玫女士不得单方

解除与标的公司的劳动合同。 如违反任职期限

承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13年10月25日 2019年6月20日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叶玫、乔旭东、埃得伟

信

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2013年10月25日 2019年6月20日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叶玫等20位股东 交易对方关于交易标的合法合规的承诺 2013年10月25日 长期履行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叶玫等20名股东 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2013年10月25日 长期履行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叶玫、乔旭东和埃得伟

信

应收账款回收承诺 2013年11月26日 2018年12月31日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粤传媒、香榭丽、叶玫、

乔旭东和埃得伟信

增资及增资资金的盈利承诺 2013年10月25日 2016年12月31日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广州传媒控股有限公

司、广州大洋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

不减持粤传媒股票的承诺 2015年07月08日 2015年12月31日 严格履行承诺事项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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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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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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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5.70 至 20,667.82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2,964.2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以及新媒体冲击，预计广告收入将有所下降，2015�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60%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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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51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上午10:00，以现场会议

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与会议资料于2015年10月

26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九人。 会议

由董事长顾涧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

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公告编号：2015-052）刊登于2015年10月30日的《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与考核管理制

度及2015年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指标的建议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资产

运营管理部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管理和运营水平，完善内部管理体系，结

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资产运营管理部” ，

主要负责公司资产运营、资产管理。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81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2015-053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收

到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陈广超先生和副总经理吴国

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个人原因，陈广超先生申请辞去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以及在公司下属分子公司担任

的所有职务，吴国华先生申请辞去副总经理以及在公司下属分子公

司担任的所有职务。 以上报告在递交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陈广超先生、吴国华先生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尚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

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钟华强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

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

公司对陈广超先生、 吴国华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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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夏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正青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万红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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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362,320,868.12 3,408,510,632.02 3,408,510,632.02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10,544,365.59 806,371,964.28 806,371,964.28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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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669,682.30 -2.24% 3,712,475,534.90 -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79,003.60 110.15% 4,172,401.31 -2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487,695.91 21.50% -34,204,610.96 -3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01,058,567.55 97.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4 110.09% 0.012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4 110.09% 0.012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1.97% 0.52%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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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51,9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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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0,629.1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3,512.5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4,386,617.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34,047.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412.60

合计 38,377,01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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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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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亚夏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77% 84,831,423 0

周夏耘 境内自然人 12.27% 43,804,800 0 质押 43,804,800

周晖 境内自然人 11.25% 40,154,400 0

周丽 境内自然人 7.50% 26,769,600 0 质押 26,769,600

世纪方舟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6% 22,703,200 0 质押 20,000,000

汪杰宁 境内自然人 1.64% 5,865,600 0

许磊 境内自然人 0.83% 2,950,000 0

上海开山投资有

限公司

其他 0.41% 1,469,200 0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其他 0.32% 1,138,700 0

许喆 境内自然人 0.28% 1,00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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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84,831,423 人民币普通股 84,831,423

世纪方舟投资有限公司 22,703,2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03,200

周晖 10,03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38,600

许磊 2,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0,000

上海开山投资有限公司 1,46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9,2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3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8,700

许喆 1,000,13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130

张波 604,100 人民币普通股 604,100

王杰 602,150 人民币普通股 602,150

孟栋 589,100 人民币普通股 589,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前十名股东中周夏

耘、周晖、周丽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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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上述发起人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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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报告期内，世纪方舟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000万股质押给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用于办理股票质

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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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较年初增幅105%，主要

系三季度新增加应收土地回征政府补偿款。

2、本报告期内长期应收款余额较年初增加169%，系融

资租赁公司增加业务规模所形成。

3、本报告期内投资性房地产较年初大幅增加496%，系

今年对外出租房产增加所致。

4、本报告期内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37%，系增加固定资

产投资所致。

5、本报告期内长期待摊费用增加122%，系一次性支付

一年租金，需每期分月摊销所致。

6、本报告期内应付利息增加645%，系应付债券每期利

息计提，尚未到结算时点形成的应付。

7、本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60%，系一

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8、1-9月份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41%，系融资

租赁公司及典当公司对外放款所增加的应收款项增加，按应

收款帐计提的坏帐准备金增加所致。

9、1-9月份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818%，系对子公司

股权转让形成所致。

10、1-9月份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41%，

系本年度加大对账面固定资产运输设备处置形成。

11、1-9月份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1%,系上年同

期递延收益确认所得税所致。

12、1-9月份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43%，主要是融资租

赁及典当放款增加的按标准进行的坏账减值损失增加41%，

及固定资产运输设备处置损失增加156%，致营业利润减少。

13、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增加37%，系上年度递

延收益实现2684万元所得税在2015年汇算清缴时缴纳。

1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资产而收回的

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519%，系报告期内芜湖市鸠江区

市政建设规划回征道路用地补偿款以及公司出售子公司（合

肥悦宾）股权所致。

1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长期投资所支付的

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44%，系公司今年减少固定资产的投资

规模所致。

16、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97%，系今

年度公司降低车辆库存以及归还高息贷款导致公司银行借

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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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夏耘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为避免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维护公司

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保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在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前，公

司的控股股东安徽亚夏及实际控制人周夏耘先生承诺：①将来不以任何方式从

事，包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

的业务；②不投资控股于业务与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

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③不向其他业务与公司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

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

息等商业秘密；如果未来拟从事的业务可能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将本着公司

优先的原则与公司协商解决。 就避免关联交易事项，实际控制人周夏耘先生

承诺：①除已经向相关中介机构披露的关联交易以外，本人以及下属全资、控股

子公司及其他可实际控制企业（以下简称“附属企业” ）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

他任何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②

在本人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期间，本人及附属企业将尽量避免、减少与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 如因客观情况导致必要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本人及附属企业

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

定，按照公平、合理、通常的商业准则进行。 ③本人承诺不利用公司大股东地

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2011年08月

10日

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期限：长

期；避免关联交

易承诺期限：长

期。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行

了上述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安徽亚夏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为公司2012年发行公司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承诺。

2012年08月

03日

2012年8月3日

至2017年8月3

日

报告期内，承

诺人严格履行

了上述承诺。

公司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每年以现金方式

分配的利润应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20%，且公司连续三年以现金方

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2015年05月

15日

2015-2017年 正在履行中

安徽亚夏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在3个月内择机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

票,增持数量不低于100万股，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增持

的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

11日

2015年7月11日

-2016年3月30

日

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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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

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5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元）

800 至 1,5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636.2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小排量汽车的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鼓励政策的影响，汽车销售量及

其销售毛利呈现回升态势；部分地区驾校协会驾培收费统一调价（调

高）；以及低效资产处置力度加大，有利于当期业绩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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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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