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码：

603012

公司简称：创力集团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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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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石华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 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袁 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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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2,111,696.64 2,051,587,146.40 4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19,174,828.62 1,240,080,072.60 8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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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82,041.42 111,959,588.00 -18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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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644,730.26 981,652,654.48 -2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2,638,325.46 129,040,368.42 -2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139,148.47 104,579,374.66 -6.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4 11.32 -6.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54 -37.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54 -3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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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7－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5,531.84 -15,7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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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3,726.96 5,570,9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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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 -10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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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6.35 10,883.6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776,551.74 -962,250.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322.07 3,322.07

合计 3,782,509.10 4,499,1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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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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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56,629,217 17.79 56,629,217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 42,721,333 13.42 42,721,33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凤林 22,402,505 7.04 22,402,505 无 境内自然人

管亚平 22,111,315 6.95 22,111,315 无 境内自然人

芮国洪 18,275,728 5.74 18,275,728 质押 3,630,000 境内自然人

耿卫东 18,275,728 5.74 18,275,728 无 境内自然人

宋登强 10,647,515 3.35 10,647,515 无 境内自然人

廖平 9,828,842 3.09 9,828,842 无 境内自然人

郭武 7,561,382 2.38 7,561,382 无 境内自然人

石华辉 7,012,418 2.2 7,012,418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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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江顺 566,253 人民币普通股 566,253

王立军 549,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9,000

湖南富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4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482,800

孟繁吉 480,790 人民币普通股 480,790

李远标 3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600

赵惠冰 2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000

杨绍晖 270,06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60

张军妹 25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700

张珂 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

李光红 2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中煤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及上海巨圣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石华辉

为实际控制人。 其他股东未知其有否关联关系与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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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1）货币资金较上年末大幅增加20,242.19万元，主要系公司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3号）核

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于2015年3月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7,96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3.56元。

（2）应收票据较上年末减少7,050.96万元，主要系应收账款回款形势严峻，导致票

据结存减少。

（3）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31,088.58万元，主要系下游煤炭行业不景气造成本报

告期回款未能覆盖当期销售额。

（4）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增加2,647.38万元，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创力燃料有限公司煤

炭贸易预付款及子公司苏州创力矿山设备有限公司工程预付款增加。

（5）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末增加50,456.24万元，系部分募集资金购买了保本型理

财产品。

（6）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减少1,312.00万元，系预付土地款本年已结转。

（7）短期借款较上年末减少12,150.00万元，系公司根据经营需要及资金安排归还

了部分借款。

（8）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1,442.28万元，系本年一季度发放2014年度年终

奖。

（9）应交税费较上年末减少729.42万元，系本年三季度销售收入较上年四季度减少

导致应交所得税和应交增值税减少。

（10）递延收益较上年末增加2,302.70万元，系母公司本年收到一笔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

（11）股本较上年末增加7.960.00万元，系公司于2015年3月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7,960万股。

（12）资本公积较上年末增加107,909.48万元，系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的溢价。

2、利润表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26.08%，主要系受下游煤炭行业不景气的影响，销售

收入较上年有所下降。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28.84%，与收入下降比例基本一致。

（3）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7.75%，主要系煤机产品销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减

少，按销售业绩考核的销售片区包干费用、代理费和运费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同时，公司

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严控各项费用支出，广告宣传费等支出较上年也有所下降。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79.26%，主要系归还了部分借款导致利息费用减少，

同时存款利息收入有所增加。

（5）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74.18%，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导致坏账增加。

（6）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30.35%，主要系募集资金理财收益增加。

（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0.92%，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有所减少。

3、现金流量表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52.34%，主要系下游煤炭行业

不景气造成回款减少。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39.05%，主要系本年收到一

笔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3）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下降32.42%，主要系收入减少导致应交所得税和应

交增值税减少。

（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32.57%，主要系支付的管理费

用和销售费用的现金随营业收入下降。

（5）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88.21%，主要系理财产品到

期金额增加。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48.98%，

主要系新厂房及设备投入增加。

（7）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591.45%，主要系购买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8）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02,037.60万元，系公司经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313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于2015年3月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7,96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13.56元。

（9）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37.74%，主要系归还了部分借款不再新借

入。

（10）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73.28%，主要系支付现

金股利和借款利息金额较上年均有下降。

（11）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105.59%，主要系支付了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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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创力集团年报》，上述承

诺均正常履行，除上述承诺外，报告期内未发生其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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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石华辉

日期2015-10-29

证券代码：

603012

证券简称：创力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48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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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证

券事务代表付龙柱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付龙柱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职务，按照相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付龙柱先生辞职

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

格的相关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

董事会对付龙柱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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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马云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彩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尚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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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资产 2,788,554,637.90 3,003,602,283.39 -7.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11,411,620.36 2,130,331,840.41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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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30,466.48 274,681,599.65 -9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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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7,567,636.39 641,246,461.51 -3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579,941.55 91,970,915.35 -75.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2,317,148.91 82,452,189.80 -85.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4.50 减少3.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20 0.11081 -75.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20 0.11081 -7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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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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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847.10 -87,213.3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633,527.39 13,718,349.30

所得税影响额 -1,330,593.62 -3,407,783.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467.33 39,440.69

合计 4,006,248.20 10,262,7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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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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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

开发总公司

395,916,555 47.7 0 无 0

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5,787,700 0.7 0 无 0

国有

法人

李海栖 2,839,805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崔端成 2,220,000 0.2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投瑞银新丝路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2,200,649 0.27 0 无 0 未知

周吉长 2,136,600 0.2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1,939,400 0.23 0 无 0

国有

法人

王绍杭 1,831,100 0.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国投瑞银瑞源保本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000 0.22 0 无 0 未知

胡声健 1,729,800 0.2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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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 395,916,555 人民币普通股 395,916,55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87,700 人民币普通股 5,787,700

李海栖 2,839,805 人民币普通股 2,839,805

崔端成 2,2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0,0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新

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200,649 人民币普通股 2,200,649

周吉长 2,136,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6,6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39,400

王绍杭 1,8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31,1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投瑞银瑞

源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胡声健 1,729,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已知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相互间是否属于相关法律、法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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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其他流动资产 200,000,000.00 400,000,000.00 -50.00%

投资性房地产 268,010,560.45 173,447,385.50 54.52%

应交税费 1,250,033.71 -29,859,185.72 -104.19%

其他应付款 118,172,965.66 270,246,202.10 -56.27%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动（%）

营业收入 387,567,636.39 641,246,461.51 -39.56%

营业成本 273,687,833.72 461,236,129.93 -40.66%

营业税金及附加 44,188,899.24 24,889,426.68 77.54%

资产减值损失 1,149,003.34 -1,347,455.54 185.27%

营业外收入 1,446,296.62 626,583.92 130.82%

营业外支出 1,533,510.00 68,327.38 2144.36%

所得税费用 10,843,748.33 33,948,104.34 -68.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30,466.48 274,681,599.65 -91.6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378,662.36 261,743,015.23 -18.4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888,807.92 -382,210,579.17 -47.18%

变动说明：

项目 说明

其他流动资产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投资性房地产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新增结转投资性房地产。

应交税费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计提裕龙三区续建项目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

其他应付款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偿还大龙总公司往来款。

营业收入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建筑施工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计提裕龙三区续建项目土地增值税。

资产减值损失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因应收工程款项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因收到新型墙体材料专项资金返还所致。

营业外支出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新增中山裕龙君汇项目逾期交房补偿款。

所得税费用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同比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现金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因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金额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主要原因为：上年同期数中含偿还到期银行借款296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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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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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股改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北京市顺

义大龙城

乡建设开

发总公司

大龙总公司将不从事与st宁窖相同或者类似的生产、经

营业务，以避免对st宁窖的生产经营构成新的、可能的

直接或间接的业务竞争。

大龙总公司保证将促使其下属、控股或其他具有实

际控制权的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st宁

窖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

2005-04-

08�；长期有

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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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顺

义大龙城

乡建设开

发总公司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

总公司承诺：

（一）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大龙地产控股股东的

义务，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在权利所及范

围内，本公司以及其他全资、控股子公司与大龙地产关

联交易时将按公正、公平、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

（二）本公司承诺在大龙地产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

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

务；

（三）本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大龙地产的资

金、资产的行为；

（四）不利用本公司所处控股股东地位，就大龙地

产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相关的任何关联

交易采取任何行动，故意促使大龙地产的股东大会或董

事会做出侵犯大龙地产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五）对持续经营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本公

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

以及其他协议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且同与独

立第三者的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依法签订协

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大

龙地产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09-12-

09；长期有

效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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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云虎

日期2015-10-29

股票代码：

600159

股票简称：大龙地产 编号：

2015-023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房地产项目经营

情况简报

2015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4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68.40%；实现签约金额

16,614.17万元，同比减少54.70%；公司房地产出租总面积为47,379平方米，取得租金总

收入250.33万元，出租率52.24%，房地产每平方米月平均基本租金33.70元。 2015年1-9

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2.24万平方米，同比减少66.45%；实现签约金额22,593万元，

同比减少54.93%。

报告期内,公司无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无新开工项目,无竣工项目。 2015年1-9月，

公司无新增房地产项目储备,无新开工项目,累计完成竣工备案面积22.71万平方米。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

差异，相关阶段性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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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王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何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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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2,026,652.86 4,313,002,236.33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059,695,681.15 3,017,165,606.49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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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36,072.69 270,231,143.36 -12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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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438,202.11 1,177,308,729.27 -47.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2,114,537.24 422,538,656.86 -5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794,746.78 417,858,051.07 -59.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9 15.05 减少9.4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73 -58.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73 -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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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7.06 -4,027.06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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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7,335.85

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制造业发

展专项支持资金1,000,000.00

元、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市政

管理委员会锅炉供热燃料补贴

1,517,335.85元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997,736.41 3,145,988.94 受托经营资产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1,900.00 99,880.63 罚款、滞纳金及废品收入

所得税影响额 -248,495.65 -1,439,387.90

合计 747,113.70 4,319,79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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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8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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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

363,429,503 62.65 0 无 国有法人

苏州太湖国际高尔夫俱

乐部有限公司

10,238,000 1.76 0 未知 未知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9,819,493 1.69 0 未知 未知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433,005 1.63 0 未知 未知

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7,145,784 1.23 0 未知 国有法人

北京市将台经济技术开

发公司

3,273,164 0.56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2,956,500 0.51 0 未知 未知

北京慢点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慢点富稳盈一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13,600 0.38 0 未知 未知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2,211,961 0.38 0 未知 未知

孙建惠 2,095,85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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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363,429,503 人民币普通股 363,429,503

苏州太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 10,2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8,00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819,493 人民币普通股 9,819,493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433,005 人民币普通股 9,433,005

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145,784 人民币普通股 7,145,784

北京市将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 3,273,164 人民币普通股 3,273,16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5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6,500

北京慢点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慢点

富稳盈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213,6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3,600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211,961 人民币普通股 2,211,961

孙建惠 2,095,850 人民币普通股 2,095,8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七星华电科

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均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其之

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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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公司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2.4.1�报告期内新增房地产储备面积289,294.43平方米，竣工面积16,745.71平方米。

报告期内无新开工面积、签约面积、签约金额。

2.4.2报告期出租房地产总面积133,509平方米、取得的租金总收入33,354,399.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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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率 情况说明

应收利息 5,495,254.37 19,222,354.77 -13,727,100.40 -71.41%

主要系定期存款到期

收回所致

其他应收款 65,860,714.81 12,738,263.36 53,122,451.45 417.03%

主要系支付购地保证

金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126,651,815.49 70,848,715.49 55,803,100.00 78.76%

主要系期末公允价值

变动所致

固定资产 102,066,995.86 23,518,334.96 78,548,660.90 333.99%

主要系售楼处结转及

股东对子公司实物注

资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925,477.91 2,799,056.09 1,126,421.82 40.24%

主要系装修费增加所

致

应付利息 10,543,466.67 -10,543,466.67 -100.00%

主要系原控股子公司

偿付其参股股东借款

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57,273,019.92 192,517,507.96 -135,244,488.04 -70.25%

主要系原控股子公司

偿付其参股股东往来

款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

债

26,684,268.40 12,733,493.40 13,950,775.00 109.56%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期末市值变化影

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0,052,805.21 38,200,480.21 41,852,325.00 109.56%

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期末市值变化影

响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9月）

增减额 增减率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620,438,202.11 1,177,308,729.27 -556,870,527.16 -47.30%

主要受项目开发、结

算周期性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218,026,581.30 369,030,940.93 -151,004,359.63 -40.92%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8,708,878.23 257,526,535.02 -128,817,656.79 -50.02%

销售费用 11,839,432.91 2,012,649.72 9,826,783.19 488.25%

主要系广告宣传费、

咨询费同比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53,355,192.67 35,792,732.90 17,562,459.77 49.07%

主要系人员费用、四

小税、咨询费、广告宣

传费同比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24,019,800.38 -42,794,781.48 18,774,981.10 -43.87%

主要系利息支出同比

增加及利息收入同比

减少的共同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367,258.17 2,940,197.77 2,427,060.40 82.55%

主要系应收款项规模

增加，计提坏账准备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639,359.03 2,653,906.86 -1,014,547.83 -38.23%

主要系权益法核算的

投资公司盈利减少所

致

营业外收入 2,617,489.69 3,998,217.30 -1,380,727.61 -34.53%

主要系政府补助同比

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300.27 28,509.36 -24,209.09 -84.92%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

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64,565,756.79 138,290,222.84 -73,724,466.05 -53.31%

主要系收入减少影响

所致

每股收益 0.30 0.73 -0.43 -58.90%

主要系净利润减少所

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金额

（1-9月）

增减额 增减率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2,436,072.69 270,231,143.36 -342,667,216.05 -126.81%

主要系购买商品付现同比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991,193.53 -674,477.00 -42,316,716.53 6274.00%

主要系购建固定资产及投

资付现同比增加的共同影

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78,354,465.67 -142,007,796.74 -136,346,668.93 96.01%

主要系其他筹资付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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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25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签署了10.33亿

元人民币的重大合同。 相关决议公告详见2014年9月2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电子城特别重大合同交易公告》

（编号：临2014-017)。

2015年3月，收到合同款14,121,064.00元；

2015年5月，收到合同款294,000,000.00元；

2015年8月，收到合同款38,515,133.00元；

2015年9月，收到合同款59,157,468.00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累计收到合同款405,793,665.00元。

2015年8月，北京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按合同约定，向北京城市网邻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交付了IT产业园A5楼，确认收入385,151,330.00元。

2015年9月28日，收到北京城市网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支付的情况说明》，

对方承诺其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的IT产业园A1楼合同款200,000,000.00元及依合同约定应

承担的违约金将于2015年12月20日前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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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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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岩

日期2015-10-28

股票代码：

600658

股票简称：电子城 编号：临

2015-026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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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于2015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会议相关文件于会议召开前5天

以书面、专人送达方式递呈董事会成员。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公司监事及高管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岩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董事以记名表决方式全票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公司制定《战略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战略管理制度》。

三、审议通过公司修订《对外股权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的《对外股权投资管理办法》。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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