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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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曾光安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建兵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传捷

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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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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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8,171,461.75 20,801,901,583.00 -3.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94,056,171.80 9,096,858,666.95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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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8,710,

715.63

-38.92% 5,048,690,612.94 -3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196,919.46 不适用 22,506,342.25 -87.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4,141,197.73 591.84% -73,828,287.28 不适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92,370,007.56 -73.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71 不适用 0.0200 -87.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71 不适用 0.0200 -87.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0% 不适用 0.25%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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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21,5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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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804,731.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56,900.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405,491.19

合计 96,334,629.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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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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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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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98%

393,562,

664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32% 26,117,6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新丝路

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0% 23,610,000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7% 21,026,26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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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12,661,7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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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3% 7,040,70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3% 7,040,70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3% 7,040,70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3% 7,040,70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63% 7,0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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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393,562,664 人民币普通股 393,562,66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6,117,6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17,6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新丝路主题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61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026,260 人民币普通股 21,02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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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1,769 人民币普通股 12,661,769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0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0,7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7,0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0,7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7,0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0,7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7,0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0,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7,040,700 人民币普通股 7,04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10名股东中，柳工集团与其他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1）公司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柳工集团未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2）公司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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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异常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44,481,563.22 350,897,641.81 -58.83% 应收票据贴现

开发支出 49,257,329.18 1,475,315.16 3238.77% 波兰研发和SAP开发项目支出

短期借款 2,291,909,560.93 1,012,543,816.05 126.35% 租赁业务和外币借款增加

应付账款 1,023,163,622.61 1,627,808,477.30 -37.14% 采购减少

应付利息 73,532,336.66 125,336,150.81 -41.33% 债券利息支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764,152,942.40 1,124,866,807.53 -32.07% 1年内到期的租赁业务借款下降

其他流动负债 14,473,892.98 61,352,330.95 -76.41% 一年内转入损益的递延收益减少

预计负债 49,151,973.50 108,747,915.08 -54.80% 支付远期外汇合约款项

其他综合收益 -137,012,496.13 -73,429,662.64 86.59% 主要受汇率波动影响

少数股东权益 2,827,795.43 29,192,955.85 -90.31% 纳入合并范围发生变化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5,048,690,

612.94

7,870,216,909.98 -35.85% 市场需求下降，销量减少

营业成本 3,789,053,135.34 6,117,109,807.36 -38.06% 销量下降，成本相应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28,938,543.20 41,934,841.89 -30.99% 城建税、教育附加下降

资产减值损失 13,712,945.63 134,462,902.33 -89.80%

个别认定减值计提金额少于同期和公司会

计估计变更影响

投资收益 -29,059,007.66 -11,887,437.18 144.45% 联营合营企业亏损增加

营业外收入 139,114,952.43 83,325,029.63 66.95% 政府补助增加

营业外支出 21,374,831.70 3,459,844.24 517.80% 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等增加

3、现金流量项目：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370,007.56 718,029,084.29 -73.21% 本期应付减少额高于上年同期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4,915,880.68

-678,902,

803.50

不适用 增加外部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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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范围变更：

(1)本期新设子公司的情况：

①投资设立子公司福建瑞远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同意子公司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在福

建福州成立全资直营子公司福建瑞远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由柳州柳工挖掘

机有限公司出资。福建瑞远柳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杜丹。 经营范围：工

程机械及零配件销售、维修、租赁及技术咨询服务。

②投资设立子公司云南柳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5年04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同意子公司江苏瑞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田铂先生、马超先生在云南省共同投资成立云南柳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500万元，其中江苏

瑞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出资425�万元，田铂先生出资50�万元，马超先生出资25万元。 云南柳瑞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于2015年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田铂。经营范围：工程机械及配件、挖掘机、普通机械、汽车配件、电

气机械、润滑油、橡胶制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办公用品、日用百货、金属材料、塑料制品（不

含一次性塑料购物袋）的销售。

?③投资设立子公司柳工机械乌拉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4年10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同意子公司柳工荷兰控股公司在乌拉圭设

立柳工机械乌拉圭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50万美元。 由柳工荷兰控股公司出资。 柳工机械乌拉圭股份

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梁永杰。 经营范围：工程机械产品及零配件的研发、分销、租赁

服务和培训。

?④投资设立子公司上海柳工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于2015年3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子公司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和卢玉彪

先生在上海市共同投资成立上海柳工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万元，其中柳州柳工叉车有

限公司出资180�万元，卢玉彪先生出资20万元。 上海柳工叉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成立，法定

代表人为兰谷。经营范围：销售叉车整机、工业机械整机、叉车及工程机械配件五金销售，叉车及工程机械

租赁，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维修，叉车及工程机械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2)�不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

从2015年3月起广西中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物流公司” ）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原因

是：广西中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第九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中信物流公司董事会调

整为由四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本公司）委派两名，乙方委派一名，丙方委派一名。即本公司委派的董事

由三名减少为两名，不再对该公司拥有控制权，因此本公司不再将中信物流公司纳入合并范围。本报告期

末资产负债表中不含中信物流公司报表数据，期初数不变；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包括期初至2月28日中信

物流公司报表数据。

2、公司会计估计变更：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已公告）。公司决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以及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年限、预计

净残值的会计估计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变更。

3、公司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其他诉讼事项：

（1）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江苏华泰通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许建军、赵学干、刘家发等融资租赁与

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2015年半年报第五章重要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相关情况。江苏华泰通自2015年

2月15日第六期租金支付日起开始逾期，尚欠中恒租金6619.54万元未予支付。 中恒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

益，依法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于2015年6月15日正式受理案件，并已完成了对被告

的财产保全工作，共保全了被告许建军在南京的商业房产及刘家发在盐城的商业房产，总价值约1亿元，

本报告期内，该案未有其他进展。

（2）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山西华尔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李文江、张娜、李自明融资租赁与保证合

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2015年半年报第五章重要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相关情况。 涉案金额2914.1万

元。 法院于2015年6月12日正式受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

（3）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徐州工力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及其保证人徐州工力路桥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2015年半年报第五章重要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相关情况。 涉案金额1300.93万

元。法院于2015年2月27日正式受理案件，于2015年5月15日开庭，原被告达成调解，目前被告正按调解书

确定的期限按期向中恒履行还款义务，截止本报告期，被告已累计支付欠款266万元。

（4）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徐州工力工程设备租赁有限公司及其保证人徐州工力路桥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2015年半年报第五章重要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相关情况。 涉案金额2147.88万

元。法院于2015年2月27日正式受理案件。本案于2015年5月15日开庭，原被告达成调解，目前被告正按调

解书确定的期限按期向中恒履行还款义务，截止本报告期，被告已累计支付欠款434万元。

（5）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锡林浩特市金鑫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金库福、陈秀英等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2015年一季度报告第三节重要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相关情况。 涉案金额

1109.09万元。 法院受理案件后，已对金鑫及保证人财产进行了保全，本案于2015年8月5日进行一审开庭

审理，双方达成调解，即从2015年9月起被告分期向原告偿还欠款并应于2018年2月24日前付清，目前被

告按照调解书要求正常履行支付义务。

（6）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锡林浩特市金鑫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金库福、陈秀英等融资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2015年4月29日2015年一季度报告第三节重要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相关情况。 涉案金额

2399.30万元。 法院受理案件后，已对金鑫及保证人财产进行了保全。 保全财产价值大约为3342万元。 本

案于2015年8月5日进行一审开庭审理，双方达成调解，即从2015年9月起被告分期向原告偿还欠款并应

于2018年2月24日前付清，目前被告按照调解书要求正常履行支付义务。

（7）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柳州市江航工贸有限公司、汤建湘、覃怡、袁庄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

公司在2014年10月28日披露的2014年三季度报告第三节重要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的相关情况。 涉案

金额4130.69万元。 本案于7月9日开庭审理，2014年12月21日法院按照被告与中恒租赁在庭下达成还款

协议出具民事调解书，被告按调解书要求共计向中恒支付欠款1023.59万元。 本报告期内，该诉讼案件未

有其他进展。

（8）柳工常州挖掘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常挖” ）与上海杰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杰联”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在2014年4月1日披露的2013年年报第五章重要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的相关情况。 柳工常挖与上

海杰联于2010年7月17日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上海杰联承建柳工常挖的工程项目，后

双方因工程竣工结算产生纠纷。 柳工常挖于2013年10月8日收到原告上海杰联的起诉状，原告上海杰联

要求柳工常挖支付工程款人民币140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利息。该案于2013年12月4日在常州中级法院

开庭审理，但法院尚未做出判决。 常州中院于2014年4月正式受理了柳工常挖就工程质量等问题向上海

杰联提起的反诉，并于2014年6月5日选定第三方审计公司开展工程审计工作，待审计结果出具后，法院

将安排本诉和反诉的开庭审理。 至本报告发布之日，该诉讼事项未有其他进展。

（9）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挖公司” ）诉江苏建宸柳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建宸” ）、孙斌、梅银芳、张利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在2013年10月27日披露的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第三节重要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的相关情况。 涉

案金额3660.98万元。柳挖公司在2013�年9月17日向柳州市柳江县法院提起诉讼。柳江法院于2014年7月

2日开庭审理本案，2014年9月2日我方签收一审判决书，目前法院正在向部分被告公告送达判决书。 被告

孙斌提出上诉，柳州中院于2015年5月13日对本案进行二审开庭审理，被告孙斌向法院申请笔迹鉴定。

（10）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诉安徽华柳柳工工程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叶凤琦、姚定强、许安平、

范照勇、张利和盛立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在2013年8月27日披露的2013年半年报第五章重大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的相关情况， 涉案金额

4801.17万元。本案于2014年7月18日开庭，但法院尚未做出判决。被告提出笔记鉴定申请，法院已组织选

定鉴定机构，鉴定机构选定为中国政法大学，本报告期内，该诉讼案件未有其他进展。

（11）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挖公司” ）诉安徽华柳柳工工程机械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安徽华柳” ）、叶凤琦、姚定强、许安平、范照勇、张利和盛立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于2013年4月13日披露2013-08号“关于柳挖公司诉经销商安徽华柳的重大诉讼事项公告” 。涉

案金额5743.89万元。柳挖公司于2013年4月10日收到柳州市柳江县人民法院发出的《案件受理通知书》。

2014年12月3日柳州中院做出级别管辖终审裁定，该案由柳江县人民法院移送至柳州中院审理，2014年7

月3日柳州中院组织双方庭前证据交换。 已确定西南政法大学作为司法鉴定机构；2014年12月11日完成

第二次比对样本质证。 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后，本案于2015年8月25日进行一审开庭审理，但法院

尚未出具判决。

（12）公司诉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金鑫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金库福和陈秀英欠款纠纷案。

公司在2013年4月2日披露的2012年年报第五章重大事项中披露了该案的相关情况。2013年3月12日

公司收到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发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法院正式受理此案。 2013年5月29日双

方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协议， 和解协议中金鑫工程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金库福和陈秀英同意向公司偿还

3475.29万元欠款。 本报告期内，被告已向公司支付完毕全部欠款，本案结案。

4、公司在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在报告期内还发生了以下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柳工关于职工代表监事辞职的公告 2015年01月17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

告

2015年01月22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年01月26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12柳工债）2015年付息公告 2015年03月09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关于补选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2015年03月20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3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关于确认2014年度并预计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的公告

2015年03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 2015年03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第七届监事会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3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2014年年度报告 2015年03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2015年03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2014年度审计报告 2015年03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2014年社会责任报告 2015年03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2015年03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董事会第七届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4月29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2015年04月29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关于2014年对外提供信用借款的公告 2015年04月29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独立董事提名人及候选人声明公告 2015年04月29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监事会第七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4月29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5年04月29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年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5年05月19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董事会第七届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5月2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监事会第七届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5月21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15年06月05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11柳工01”和“11柳工02” 2015年付息公告 2015年07月11日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参与上市公司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活动的

公告

2015年07月11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董事会第七届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8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关于调整公司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2015年08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监事会第七届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5年08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全文 2015年08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柳工2015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 2015年10月15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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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广西柳工集团

有限公司;蔡登

胜;黄海波;俞

传芬;黄华琳;

余亚军;王相

民;黄敏;曾光

安;黄建兵;覃

勇;王太平;罗

国兵

公司相对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

限公司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在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不

减持公司股票，以实际行动切实维护

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

2015年07月

11日

6个月 正常履行

广西柳工集团

有限公司

本集团公司下属子公司扬州柳工建

设机械有限公司和上海鸿得利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家“营改增”政策

没有变化之前，不再与本公司控股子

公司北部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

产品租赁业务。

2013年09月

13日

国家“营改

增”政策没

有变化之前

正常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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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2015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大幅度（50%以上）下降，公

司暂未能准确预计变动范围，具体情况将在年度结束后按规定及时披露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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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报告期内未进行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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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31

日

上海 其他 机构

长江证券、华泰证券、申万证券、

南方基金、嘉实基金、大成基金、

银华基金、华创证券、安信证券、

中金证券、国泰君安、天风证券等

30余家券商及基金代表

行业发展预期，公司未来发展战

略等，详见2015年4月1日在深

交所互动易平台柳工专区披露

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接到很多投资者咨询来电，但是因大部分电话咨询对方未提供身份信息，因此未

进行登记。 公司接受投资者调研、采访、与投资者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未进行选择性信息披露。

（2）报告期内，公司在深交所互动易上回答投资者提问401条，涉及公司股价情况以及对公司提振市

场信心措施的建议、公司经营业绩情况、国家宏观环境/政策对公司的影响、公司新业务/平台的开发情

况、 大股东/高管增持以及股权激励的建议等。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网址 http://irm.cninfo.com.

cn/szse/�输入公司代码“000528” 后即可查看投资者提问以及公司的回答。 ）

（3）报告期内，公司收到较多投资者发来的电子邮件，主要关注公司的发展情况、公司股价等问题，

公司均一一进行回复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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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工 公告编号：

2015-28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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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

于2015年10月28日在公司总部12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11人，实到会董事11人。 公司监事

会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曾光安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会议审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投资设立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议案》。

1、 同意公司与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其他合格出资人共同在天津投资设立中铁建金融租赁

有限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2、同意公司向中铁建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出资额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亿元，公司在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的占股比例为公司实缴出资额除以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全体出资人实缴出资总额。

3、同意在前述最高投资额度（人民币3亿元）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

面授权的其他人员办理与设立中铁建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最终股东投资协

议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文件内容，配合尽职调查事宜、按照全体出资约定划拨出资款等其他有利于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顺利筹建和开业相关工作，并遵照上市公司制度和本公司章程对该项目最终投资方案和相关

协议等文件及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4、同意授权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代表本公司办理筹建申请事宜。

表决情况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时发布的《柳工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5-30）及巨潮资讯网披

露的《柳工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出售资产的议案》。

1、同意公司按评估价格共计5211.75万元向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公司油箱及液

压管件业务相关不动产（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2、 同意按截止2015年9月30日相关资产账面净值加税金共计2213万元的价格向关联方广西中源机

械有限公司（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出售公司油箱业务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柳州柳

工液压件有限公司液压管件业务设备类资产。

3、同意授权公司经理层分别与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签署本次资产出售相

关文件。

独立董事对该项关联交易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事前确认意见和独立意见。

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黄祥全先生、何世纪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

董事俞传芬先生、黄海波先生、苏子孟先生、许文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刘斌先生、王成先生、丁一宾先生参

与表决。

该项议案获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表决情况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时发布的《关于向关联方出售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31）。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2015-29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二Ｏ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五名，实到监事五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监事会的有关规定。 会

议经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

定。 报告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

该项议案获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出售资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实现资产优化、机构精减和效率提升，向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出

售公司油箱及液压管件业务相关不动产（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向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广西柳工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出售公司油箱业务及全资子公司柳州柳工液压件有限公司液压管件业务设备

类资产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对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允性

无异议。

该项议案获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工 公告编号：

2015-31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出售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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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义：公司、本公司：均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柳工集团、集团公司：均指本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液压件公司：指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柳州柳工液压件有限公司

中源公司：指柳工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15年10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出售资产的议

案》。

公司基于集中资源专注于主机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现决定将油箱业务及液压管件业务转移至柳工

集团及中源公司，以精简机构和人员、提升公司资产效率。 交易前后相关的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对公司的

市场、经营、技术、政策、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等风险影响极小。

1、本次交易出售方为本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柳州柳工液压件有限公司，购买方为关联方柳工集团

及其中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2、 本次关联交易出售资产总额为7,424.75万元， 占公司最近2014年经审计净资产909,686万元的

0.82%，低于5%。 上述关联交易在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3、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曾光安先生、黄祥全先生、何世纪先生回避表决，非关

联董事俞传芬先生、黄海波先生、苏子孟先生、许文新先生、季德钧先生、刘斌先生、王成先生、丁一宾先生

参与表决。

4、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信息

（1）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西柳州柳太路1号

成立日期：1989年2月24日

法人代表：曾光安

注册资本：10亿元

主营业务：投资与资产管理（政府授权范围内）、工程机械、道路机械、建筑机械、机床、电工机械、农

业机械、空压机等销售、相关技术的开发、咨询服务、租赁业务和工程机械配套及制造。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最近一年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最近一期

（截至2015年6月30日）

营业收入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1,371,681.5

2,949,288.6

1,078,547.7

1,485.0

511,035.39

2,824,616.84

1,063,084.84

19,477.43

（2）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阳泰路6号

成立日期：2002年4月8日

法人代表：黄祥全

注册资本：人民币9,030.694411万元

主营业务：工程机械及配件制造，工程机械及零配件批发、零售、维修、售后服务、进出口业务；机械设

备租赁；工程机械及零配件的再制造及废旧机电产品回收；工况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五金、交电产品、

电工器材、五金工具、机电成套设置、工装磨具、原铺材料、仪器仪表、轻工业品、润滑油的批发、零售及进

出口业务；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出口；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器设

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一、二类进口商品除外）；开展本企业

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及“三来一补”业务；工业车辆的设计、研发、销售、售后服务及租赁；场地租赁。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柳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该关联关系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关联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最近一年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最近一期

（截至2015年6月30日）

营业收入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2,692.69

25,472.79

5,076.33

-261.94

33,734.11

86,264.98

34,811.58

5.29

三、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经公司与柳工集团双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公司油箱及液压管件业务相关不动产（土地及

地上建筑物）评估值为5,211.75万元，公司拟按评估值向柳工集团进行出售，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不动产（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情况

序号 资产描述 数量（㎡） 当前原值 期末净值 评估值 备注

1 河西26号公司权属地 65,562 2,353.30 2,057.46 2714.27 出让地

2 河西26号公司权属地 5,128 65.73 57.47 113.32 划拨地

小计 70,688 2,419.03 2,114.93 2827.59

3 房屋建筑物 2,400.23 1,585.18 2384.16

合计 4,819.26 3,700.11 5211.75

2、公司油箱及液压管件业务设备类物资原值为3,623万元，按截止至9月30日净值1,907万元。 公司

及液压件公司拟按净值含税价共计2213万元向中源公司进行出售，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资产分类

油箱业务 液压管件业务 出售汇总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含税价

机器设备 1,880 1,138 1,308 642 3,188 1,779 2,064

运输设备 50 17 96 42 146 59 69

办公设备 20 7 45 10 65 18 20

其他设备 17 3 206 48 224 51 60

小计 1,967 1,165 1,655 742 3,623 1,907 2213

四、交易的定价策略和定价依据

1、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将按照公司与柳工集团双方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评估值向柳工集团进

行出售。

2、设备类物资将按照截止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及液压件公司相关资产账面净值含税价向广西中

源公司出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尚未签署。公司董事会及柳工集团董事会分别批准本次关系交易后，将签署协议。

交易各方已就协议重要内容达成一致，内容如下：

1、本次关联交易不动产类资产交易金额为5211.75万元，集团公司于协议签订后一个月内现金支付

总额的50%，剩余款项在协议签订后6个月内付清。

2、本次关联交易设备类资产交易金额为2213万元，中源公司于协议签订后6个月内用货款进行抵扣

支付，至第6个月末仍未抵清的余款用现金结清。

3、设备关联交易协议分别由公司、液压件公司与中源公司签订，不动产交易协议由公司与集团公司

签订。

4、本次不动产、设备类关联交易协议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1）由双方正式签署；

（2）协议所涉及的相关交易经双方的权力机构及上级主管部门（如有）批准。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涉及公司油箱业务及液压件公司管件业务人员将由中源公司视业务需求进行接收。其

余人员由公司及液压件公司进行安置。

七、当年年初至今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关联方名称 年初至今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万元）

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 17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9330

八、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基于集中资源专注于主机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将油箱业务及液压管件业务转移至柳工集团及

中源公司，以精简机构和人员、提升公司资产效率。交易前后相关的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对公司的市场、经

营、技术、政策、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等风险影响极小。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此次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向关联方出售资产的议案》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允性无异

议，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议案审议程序合法，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向柳工集团出售公司

不动产（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向中源公司出售公司油箱业务及液压件公司液压管件业务设备类资产。与

关联方有关联的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十、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本议案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4、资产评估报告；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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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总会计师徐玉

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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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0,230,374.95 3,006,831,716.17 -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1,501,109.10 991,048,799.19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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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495,617.43 -66,051,1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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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8,271,471.35 3,314,157,624.50 -1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452,309.91 91,863,575.31 -2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6,697,697.34 78,974,364.86 -28.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86 9.52 减少2.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33 0.1347 -23.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33 0.1347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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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52.84 -54,77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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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5,214.96 12,760,238.74

债务重组损益 21,717.17 101,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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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361.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20,819.05 46,194.8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02,627.38 3,085,372.58

所得税影响额 -642,403.94 -2,697,515.7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0,532.68 193,016.99

合计 4,563,322.04 13,754,6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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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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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

259,076,081 37.98 质押 118,800,000 国有法人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

29,579,454 4.34 未知 其他

王晓霞 5,450,461 0.80 未知 其他

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财

务服务公司

5,345,000 0.78 未知 其他

汤海贤 3,910,000 0.57 未知 其他

叶孙兴 2,887,000 0.42 未知 其他

班武 2,052,200 0.30 未知 其他

江建军 2,014,900 0.30 未知 其他

广州科源中小企业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2,000,000 0.29 2,000,000 未知 国家

姚淼 1,722,186 0.25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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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59,076,081 人民币普通股 259,076,081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9,579,454 人民币普通股 29,579,454

王晓霞 5,450,461 人民币普通股 5,450,461

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财务服务公司 5,34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45,000

汤海贤 3,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10,000

叶孙兴 2,8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7,000

班武 2,052,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2,200

江建军 2,01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014,900

姚淼 1,722,186 人民币普通股 1,722,186

张薇 1,64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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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408,707,744.18 312,586,761.04 30.75

本期货币资金回款增加，采购支

付减少。

应收票据 143,820,786.09 215,058,843.64 -33.12

本期票据回款减少，采购支付增

加。

应收账款 342,611,800.03 216,740,297.79 58.07 部分客户未到合同收款期。

应收利息 3,128,482.13 1,662,509.55 88.18

按协议约定对暂借款计提应收利

息。

其他流动资产 22,276,928.46 48,822,303.00 -54.37

主要为重分类至本项目的待抵扣

税款减少。

在建工程 608,300.00 1,166,007.55 -47.83 部分工程完工，转资所致。

短期借款 295,000,000.00 445,349,961.40 -33.76 主要是本期借款减少。

应付票据 440,000,000.00 319,000,000.00 37.93 主要是本期应付票据付款增加。

预收款项 89,537,538.14 185,430,026.05 -51.71 部分预收款已实现销售。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9,269,293.54 46,364,920.25 -58.44 归还到期长期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比例

（%）

变化原因

财务费用 26,158,813.54 39,688,101.93 -34.09 本期借款减少，利率降低。

投资收益 -968,759.80 1,560,352.42 -162.09

按权益法核算的联营企业投资收

益降低。

营业外支出 2,886,812.25 5,846,772.92 -50.63

主要是上期捐赠业务增加了营业

外支出。

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比例

（%）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净额

347,495,617.43 -66,051,120.24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和劳务支付

的现金减少，收到的税费返还增

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净额

-35,954,730.57 -59,791,954.37 不适用

上期末未到期理财资金，在本期

到期并收回。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

净额

-216,040,954.91 -88,949,134.95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借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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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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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制定了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计划：自2015年7月

10日起3个月内， 通过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增持金额不低于

5000万元，增持比例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2%，增持价格不高于7.50元/股；截至2015年10月9日，公司控股

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期已满，相关增持计划已完成，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14日发布的《澳

柯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结果公告》（编号：临201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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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蔚

日期 2015-10-29

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36

公司简称：澳柯玛

证券代码：

000528

证券简称：柳 工 公告编号：

2015-30

B144

■ 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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