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1001

公司简称：大同煤业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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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张有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志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林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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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10,516,557.55 24,655,249,881.87 1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120,936,599.39 7,283,996,510.16 -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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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1,735,920.32 -617,614,746.73 -1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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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0,403,208.94 6,752,950,539.87 -1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39,299,853.65 564,459,576.66 -30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46,853,528.42 -693,613,323.38 -65.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6.97 7.11 减少24.0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68 0.34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69 0.34 -30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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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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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3,720.43 18,393,7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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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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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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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7,227.36 -853,012.9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0.00

所得税影响额 -4,968,226.15 -4,598,430.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6,387,722.62 -6,388,602.62

合计 7,044,999.02 7,553,6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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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7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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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961,632,

508

57.46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31,924,

200

1.91 0 无 0 国有法人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6,592,

080

1.5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18,119,

952

1.08 0 无 0 国有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

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0.46 0 无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

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0.46 0 无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

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7,714,200 0.46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

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0.46 0 无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

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0.46 0 无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

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0.46 0 无 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

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0.46 0 无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

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7,714,200 0.46 0 无 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

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0.46 0 无 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

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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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61,632,508 人民币普通股 961,632,508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1,924,200 人民币普通股 31,924,200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26,592,080 人民币普通股 26,592,08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8,119,952 人民币普通股 18,119,952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7,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7,714,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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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或

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 （或上

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 动 原 因

应收账款 2,172,973,450.28 1,354,186,487.96 60.46 应收煤款增加

预付款项 808,681,932.87 174,718,798.75 362.85

子公司塔山矿预付的工

程款等增加

其 他 应 收 款 591,171,654.60 168,448,624.89 250.95

与集团公司的日常经营

性往来增加

工程物资 14,810,188.09 53,521.36 27,571.55

生产工作面增加的设备

采购

长期待摊费用 74,758,471.39 21,708,496.17 244.37

子公司矿业公司公路使

用费

其他非流动资产 285,821,744.00 461,925,300.69 -38.12

子公司塔山矿预付的设

备款较年初减少

应付票据 222,123,953.64 45,283,994.80 390.51

本期应付的票据结算增

加

应付利息 9,750,000.00 52,068,384.17 -81.27 发行中票的利息减少

其他应付款 871,488,866.07 563,880,085.81 54.55 应付的往来费用增加

应付股利 391,184,377.76 623,220,300.03 -37.23

子公司塔山公司已付股

东股利

长期借款 4,533,032,933.20 3,191,422,933.20 42.04

母公司及子公司矿业公

司的长期借款增加

应付债券 5,000,000,000.00 1,200,000,000.00 316.67 发行定向债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699,795.61 3,527,886.90 -51.82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306,099,384.70 132,039,046.41 131.82 税改后资源税增加

财务费用 213,799,414.36 127,047,419.87 68.28 本期贷款利息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8,636,951.24 98,548,009.78 -50.65

坏帐损失比上年同期减

少

营业外收入 18,399,170.92 1,260,486,860.15 -98.54

上期包含出售分公司同

家梁矿和四老沟矿取得

的利得

营业外支出 831,726.34 13,930,388.08 -94.03

煤炭价格调节基金2014

年12月1日停止计缴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

4,626,848,555.90 8,064,981,535.74 -42.63 本期煤炭收入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399,947,403.29 171,941,844.31 132.61

收到子公司矿业公司工

程煤保证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120,753,091.42 175,524,699.48 -31.20

与集团公司的日常经营

性往来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878,943,388.01 1,556,399,391.29 -43.53

子公司矿业公司固定资

产较上期投入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663,433,500.00 17,576,250.00 3,674.60

为准朔铁路和财务公司

注资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555,150,000.00 2,894,812,933.20 91.90 借款增加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47,838,120.13 416,099,981.34 31.66 偿付的借款利息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23,447,292.25 91,835,761.69 34.42

发行中票支付的费用增

加

2015年1-3季度，公司煤炭产量完成2710.58万吨；煤炭销售量完成1796.25万吨；煤炭

销售收入实现54.61亿元、销售成本为36.10亿元、毛利为18.5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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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避免与公司的同业竞争与利益冲突，同煤集团于2014年12月15日进一步做出

如下承诺：

保证同煤集团仍保留的其他煤炭业务与大同煤业的煤炭业务不形成实质性竞争关系，

在面临同等市场机会与条件时，大同煤业拥有优先选择权；对于同煤集团所控制的目前尚

不具备条件注入上市公司的煤炭业务相关资产，同煤集团承诺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促使该

等煤炭资产尽快满足或达到注入上市公司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产权清晰、手续合规完整、

资源优质、收益率不低于上市公司同类资产等）之日起五年内，采用适时注入、转让控制权

或出售等方式，逐步将同煤集团控制的煤炭生产经营性优质资产全部置入大同煤业，同时

授予大同煤业对同煤集团出售煤炭资产的优先选购权；同煤集团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

等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上市公司和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目前，该承诺正在履行中。

（2）同煤集团于2015年7月10日出具不减持大同煤业股票的承诺函，承诺在未来6个

月内不减持大同煤业股票。

目前，该项承诺同煤集团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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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累计净利润可能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或亏损。 主要

原因：1、上年同期盈利主要是公司出售同家梁矿和四老沟矿收益；2、受2015年度煤炭市场

行情影响。

公司名称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有喜

日期 2015-10-29

证券代码：

601001

证券简称：大同煤业 公告编号：临

2015－038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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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9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

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了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15年

10月29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际出

席董事15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人数为6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有喜先生

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孙水泉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调整后，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孙水泉

委 员：曹贤庆、李端生

该议案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同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公司代码：

600035

公司简称：楚天高速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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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肖跃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罗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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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5,871,147.43 9,013,032,906.22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034,418,581.27 3,722,343,722.76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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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278,570.85 538,851,012.38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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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818,906.68 846,907,911.78 10.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94,717,316.10 268,487,981.10 4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4,728,968.19 203,592,825.36 93.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01 7.42 增加2.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18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7 0.18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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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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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00.00 18,200.00 稳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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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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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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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6.38 -33,736.1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所得税影响额 -10,051.59 3,884.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0,154.79 -11,6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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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7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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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586,664,411 40.37 无 国有法人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

资有限公司

262,829,757 18.08 无 国有法人

黄国明 4,541,793 0.31 未知 其他

罗建军 2,990,132 0.21 未知 其他

寿柏年 2,160,000 0.15 未知 其他

郝瑞霞 2,027,412 0.14 未知 其他

柏志斌 1,602,392 0.11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1,512,500 0.1 未知 其他

吕翠凤 1,170,000 0.08 未知 其他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厦门信托－

凤凰花香二号新型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

1,152,30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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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586,664,411 人民币普通股 586,664,411

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

司

262,829,757 人民币普通股 262,829,757

黄国明 4,541,793 人民币普通股 4,541,793

罗建军 2,990,132 人民币普通股 2,990,132

寿柏年 2,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0,000

郝瑞霞 2,027,412 人民币普通股 2,027,412

柏志斌 1,602,392 人民币普通股 1,602,39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1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2,500

吕翠凤 1,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70,0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厦

门信托－凤凰花香二号新型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

1,15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与前10名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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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悉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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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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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其他应收款 18,912,532.85 7,390,701.63 11,521,831.22 155.9

主要系潜江建设项目借

支缴纳土地使用相关社

保、耕地等各种基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2,850,559.32 152,850,559.32 100

系根据全资子公司投资

公司管理层持有意图，

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

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152,453,882.29 -152,453,882.29 -100

系根据全资子公司投资

公司管理层持有意图，

将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

类至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在建工程 176,339,878.05 251,816,916.32 -75,477,038.27 -29.97

主要系潜江服务区2015

年1月18日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转固导致在建

工程减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6,419,527.66 7,383,903.70 109,035,623.96 1476.67

主要系母公司吸收合并

子公司适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

短期借款 200,000,000.00 200,000,000.00 100 系本期新增银行贷款。

应付账款 279,261,819.00 475,588,047.62 -196,326,228.59 -41.28

主要系本期支付前期工

程款。

应交税费 67,065,652.12 106,783,635.99 -39,717,983.87 -37.19

主要系本期缴纳前期待

缴的营业税及企业所得

税。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5,880,000.00 703,200,000.00 -687,320,000.00 -97.74

主要系本期归还到期长

期借款及置换前期项目

贷款。

应付债券

1,190,255,

425.89

594,539,920.50 595,715,505.39 100.2

主要系本期发行第二期

公司债6亿元。

资本公积 358,625,648.26 600,855,297.26 -242,229,649.00 -40.31

主要系本期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额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投资收益 -2,453,882.29 85,744,179.39 -88,198,061.68 -102.86

主要系上期处置鄂西北

公司确认的投资收益。

所得税费用 1,554,087.93 139,969,032.36 -138,414,944.43 -98.89

主要系母公司吸收合并

子公司适用特殊性税务

处理，确认递延所得税

资产及所得税费用。

少数股东损益 -2,405,330.61 -4,243,090.93 1,837,760.32 -43.31

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

鄂东公司经营的武汉城

市圈环线高速公路黄石

至大冶段车流量增加导

致亏损较上年同期减

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额

增减率

（%）

变动原因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6,668,858.26 9,179,092.68 47,489,765.58 517.37

主要系本期暂收仙桃市

政府汉宜高速排湖互通

项目第一期补偿款。

支付的各项税费 188,642,661.20 123,196,489.28 65,446,171.92 53.12

主要系本期缴纳前期待

缴的营业税及企业所得

税。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44,961,171.43 32,218,424.73 12,742,746.70 39.55

主要系本期支付工程质

保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255,683,991.77 715,055,226.62 -459,371,234.85 -64.24

主要系部分在建项目已

完工，本期支付工程款

较上年同期减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49,413,386.71 -49,413,386.71 -100.00

主要系上期处置鄂西北

公司减少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300,000,000.00

1,512,450,

000.00

-1,212,450,

000.00

-80.16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贷

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570,000,000.00 -57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鄂西北公司暂收

省交投公司款项。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93,340,000.00

1,784,850,

000.00

-791,510,000.00 -44.35

主要系上年同期偿还短

期融资券本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74,461,178.79 415,968,602.70 -141,507,423.91 -34.02

主要系上年同期偿还短

期融资券利息。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2,000.00 200,600,000.00 -200,588,000.00 -99.99

主要系上年同期归还鄂

西北公司的股东省交投

对鄂西北公司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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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吸收合并子公司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依据税法及《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

定，在2015年一季度进行相应账务处理，由此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致使净利润增加11,071

万元（详见公司2015年4月1日上交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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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楚天高速收购报告书、关于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

相关文件中作出承诺：

1、将楚天高速作为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所属的高速公路及相关的

桥梁、隧道项目的优质资产的最终整合平台。

2、对于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建设、投资的高速公路项目，如果建成后

将来与楚天高速构成同业竞争关系，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在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将

符合注入上市公司条件的项目通过符合法律法规、楚天高速及双方股东权益的方式注入楚

天高速。

3、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将履行之前对楚天高速所作出的承诺，并竭力支持楚天高

速的后续发展。

以上承诺无履行期限，湖北省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对以上承诺及时严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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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鄂北公司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依据税法及 《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在2015年3月份进行相应账务处理，由此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将致使2015

年各个报告期期末的累积净利润增加11,071万元。

公司名称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肖跃文

日期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简称

: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600035

公告编号

:2015-060

公司债简称：

13

楚天

01

公司债代码：

122301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在公

司九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15年10月20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

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肖跃文先生召

集并主持。 公司全体监事及非董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

票）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为规范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公司修订了《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车辆改革相关资产处置的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按照公司全面推进车辆改革工作的部署，同意对79台车进行集中拍卖处理，对16台达

到报废年限，已经无法正常使用的废旧车辆进行报废处理。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

意8票，反对0票，弃权 0票，关联董事王南军先生回避表决）

为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意控股子公司湖北楚天鄂东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向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1.5亿元。

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简称

: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600035

公告编号

:2015-061

公司债简称：

13

楚天

01

公司债代码：

122301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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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在武

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077号东湖广场宽堂写字楼9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

料于2015年10月20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5人， 实到5

人。 监事会主席张晴女士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通过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核查和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认真审

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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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

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未发现

参与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所

披露的信息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 （同

意4票，反对0票，弃权 0票，关联监事兰国光先生回避表决）

为优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意控股子公司湖北楚天鄂东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向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1.5亿元。

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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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申请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公司与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签署了《金融服务协

议》。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楚天鄂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东公司” ）

资金周转需要，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鄂东公司拟向湖北交投集团

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1.5亿元（含信用贷款、自有资产担保贷款等），贷款利率按照《金融

服务协议》的约定和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执行，在同等条件下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

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 称：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1077号东湖广场交投大楼2楼

法定代表人：谢继明

注册资本： 伍亿元整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 2015年6月24日

主要股东：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经营以下业务：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

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

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和贴

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

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鄂东公司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构成关联交易，贷款利率按照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的

《金融服务协议》的约定和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执行，在同等条件下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

业银行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四、此项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事前意见认为：公司控股

子公司湖北楚天鄂东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向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贷款利率

符合公司与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中约定的标准，不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关于子公司向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此项关联交易已经2015年10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王南军先生回避表决，全体独立董事表决同意。 该议案同日经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监事兰国光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楚天鄂东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向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符合前期与其签署的《金融服务协

议》约定的标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

案时，关联董事王南军先生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公平，

同意《关于子公司向湖北交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的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今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今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控股股东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发生

关联交易如下：与关联方合同金额 17,564,321.00�元。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按照规定履

行了相应审批程序。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声明及独立董事意见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B149

■ 2015年10月30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