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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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焱 独立董事 出差 孙权

王志强 董事 出差 张群

1.3�公司负责人王胜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张立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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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6,978,273.04 9,360,820,278.36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905,181,553.94 5,044,160,740.53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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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447,341.01 14,945,077.68 2,3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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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2,451,348.44 1,509,069,531.03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87,735,410.21 372,834,073.81 -2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84,577,650.16 342,450,554.86 -16.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55 8.45 -2.9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922 0.2540 -24.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922 0.2540 -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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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5.57 188,82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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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1,230.62 2,865,69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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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09,785.44 104,216.81

所得税影响额 -976.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873,111.63 3,157,76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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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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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电视台 546,601,932 35.14 0 无 国有法人

长春广播电视台 71,159,430 4.57 0 无 国有法人

敦化广播电视台 50,088,064 3.22 0 质押 25,0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46,506,781 2.99 0 无 未知

延吉广播电视台 35,326,568 2.27 0 质押 33,640,000 国有法人

吉林市广播电影电视

总台

21,257,192 1.37 0 质押 20,760,000 国有法人

桦甸广播电视台 18,813,109 1.21 0 质押 9,400,00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8,088,600 1.16 0 无 未知

榆树广播电视台 16,355,687 1.05 0 质押 8,185,687 国有法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专用证券账户

14,910,865 0.96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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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电视台 546,601,932 人民币普通股 546,601,932

长春广播电视台 71,159,430 人民币普通股 71,159,430

敦化广播电视台 50,088,064 人民币普通股 50,088,06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6,506,781 人民币普通股 46,506,781

延吉广播电视台 35,326,568 人民币普通股 35,326,568

吉林市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21,257,192 人民币普通股 21,257,192

桦甸广播电视台 18,813,109 人民币普通股 18,813,109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08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88,600

榆树广播电视台 16,355,687 人民币普通股 16,355,68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14,910,865 人民币普通股 14,910,8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在本公司知悉范围内,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无《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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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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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年初至报

告期期末金额

年初余额/上年

同期金额

增减数

金额 %

1 2 3=1-2 4=3/2

货币资金 1,664,674,734.11 2,535,261,194.42 -870,586,460.31 -34.34%

应收票据 500,000.00 -500,000.00 -100.00%

预付账款 155,689,365.60 106,148,925.08 49,540,440.52 46.67%

应收利息 14,473,188.89 -14,473,188.89 -100.00%

在建工程 1,279,817,390.57 837,795,321.84 442,022,068.73 52.76%

工程物资 85,801,587.87 135,727,528.35 -49,925,940.48 -36.78%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

短期借款 190,000,000.00 -190,000,000.00 -100.00%

应付票据 31,000,000.00 179,841,086.00 -148,841,086.00 -82.76%

预收款项 445,537,436.86 679,062,653.93 -233,525,217.07 -34.39%

应交税费 1,344,557.25 12,140,417.11 -10,795,859.86 -88.92%

应付利息 9,938,888.89 27,969,277.78 -18,030,388.89 -64.46%

长期借款 1,080,000,000.00 100,000,000.00 980,000,000.00 980.00%

应付债券 990,486,558.94 2,254,695,438.40 -1,264,208,879.46 -56.07%

递延收益 142,790,813.39 102,245,247.25 40,545,566.14 39.66%

其他权益工具 433,514,032.31 -433,514,032.31 -100.00%

资本公积 2,458,558,981.54 1,465,806,120.43 992,752,861.11 67.73%

营业税金及附加 5,777,450.99 10,594,934.57 -4,817,483.58 -45.47%

财务费用 46,592,490.58 2,141,223.93 44,451,266.65 2075.97%

投资收益 12,144,925.01 1,910,306.85 10,234,618.16 535.76%

营业外收入 5,796,011.84 18,898,495.61 -13,102,483.77 -69.33%

营业外支出 2,637,275.54 716,950.17 1,920,325.37 26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8,447,341.01 14,945,077.68 353,502,263.33 2365.34%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00,133,141.21 -583,051,975.48 282,918,834.27 -48.52%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897,653.97 2,255,075,770.67 -2,269,973,424.64 -100.66%

（1）货币资金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664,674,734.11元，比年初数减少34.34%，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赎回可转换债券支出649,876,046.24元。

（2）应收票据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0元，比年初数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期初

票据到期结算。

（3）预付账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55,689,365.60元，比年初数增加46.67%，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的材料款及工程款增加。

（3）应收利息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0元，比年初数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

收回定期存款利息。

（4）在建工程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279,817,390.57元，比期初增加52.76%，其

主要原因是：本年新增建设项目尚未完工。

（5）工程物资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85,801,587.87元，比年初数减少36.78%，其主

要原因是：在建工程项目领用工程物资。

（6）其他非流动资产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00,000,000.00元，比年初数增加100%，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对东方星辉（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款。

（7）短期借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0元，比年初数减少100.00%，其主要原因是：本

期归还期初短期借款190,000,000.00元。

（8）应付票据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31,000,000.00元，比年初数减少82.76%，其主

要原因是：公司本期部分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

（9）预收款项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445,537,436.86元，比年初数减少34.39%，其

主要原因是：期初用户缴纳的基本业务及付费数字电视节目费预存款于本期结转为收入。

（10）应交税费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344,557.25元，比年初数减少88.92%，其主

要原因是：本期支付期初未交税金。

（11）应付利息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9,938,888.89元，比年初数减少64.46%，其主

要原因是：本期支付期初未付债券利息。

（12） 长期借款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080,000,000.00元， 比年初数增加

980.00%，其主要原因是：本期贷入长期借款。

（13）应付债券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990,486,558.94元，比年初数减少56.07%，其

主要原因是：可转换债券本期转股及赎回。

（14）递延收益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142,790,813.39元，比年初数增加39.66%，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下达的2015年度服务业发

展引导资金46,000,000.00元。

（15）其他权益工具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0元，比年初数减少100%，其主要原因是：

可转换债券转股时，将其结转至资本公积科目。

（16）资本公积2015年9月30日期末数为2,458,558,981.54元，比年初数增加67.73%，

其主要原因是：可转换债券转股时，将其负债部分确认为权益。

（17） 营业税金及附加2015年1-9月发生数为5,777,450.99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45.47%，其主要原因是：公司营业税及附加税负下降。

（18）财务费用2015年1-9月发生数为46,592,490.5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075.97%，

其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融资成本增加，计提利息增加。

（19）投资收益2015年1-9月发生数为12,144,925.01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35.76%，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被投资单位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较上期分红增加。

（2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5年1-9月发生数为368,447,341.01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2365.34%， 其主要原因是： 上期代三亚樾城偿还原股东借款本息365,078,

813.09元。

（2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5年1-9月发生数为-300,133,141.21元，比上

年同期增加48.52%，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定期存款1,577,600.000.00元到期收回，700,000,

000.00元银行存款存入定期。

（2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015年1-9月发生数为-14,897,653.97元，比上

年同期减少100.66%，其主要原因是：上期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1,700,000,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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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行的“吉视转债（113007）” 自2015年3月6日开始转股。 2015年5月29日，“吉

视转债”触发提前赎回条款，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吉视转债”的议案》

（公告编号：临2015-026），赎回截止2015年7月7日登记在册的全部“吉视转债” 。 自2015

年3月6日至2015年7月7日，共有1,052,849,000元“吉视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87,512,36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96%。 公司赎回未转股的647,

151,000元“吉视转债（113007）” 。 自2015年7月15日起，“吉视转债（113007）”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摘牌，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55及临2015-056）。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电视台承诺：“自2015年7月6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单位所持有的吉视传媒股份，也不要求吉视传媒回购该股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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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胜杰

日期 2015-10-28

证券代码：

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5-081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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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

现场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3日以送达、传真、电话通知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

加监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6人，监事孙振民因出差委托郝军代为表决。 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雷爱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

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公司监事对公司编

制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保密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及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报

告客观的反映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的财务及经营情况。

公司监事确认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合规性。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929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5-080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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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5年

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通知及材料于2015年10月23日以送达、传真等形式

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0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8人，董事毕焱、王志强因出差分别委托

孙权、张群代为表决。公司监事会6名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王胜杰先生主持，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敬请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投资参股中吉金服互联网有限公司的议案》

中吉金服互联网有限公司注册地为北京，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主要为：

金融信息服务、电子商务、金融及IT产品研发等。 该公司由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出资5,

000万元控股，占比25%；公司与其他参股的四家股东均出资3,000万元，占比15%。

本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投资参股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长春，注册资本为17,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

范围主要为：信息采集、加工、发布，信息咨询服务，电子商务，新媒体技术及产品的开发、服

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件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休闲旅游等（以上事宜以工商注册

为准）。该公司拟由公司及其他7家股东共同发起设立。公司将出资1,000万元人民币，持股

比例5.88%。

本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对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快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吉视汇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通公司）

发展，优化股权结构，激励公司市场化聘任高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公司定于近期

对汇通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汇通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7,600万元，除高锐视讯以外的其他原始股东均已出资到位，

因高锐视讯已向汇通公司正式发函明确退股意向， 高锐视讯退出的1,000万股可由其他原

始股东平价认购后继续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将按原始出资比例和价格与自然人股东张秀云

一起认购高锐视讯退出的1,000万股，其中，公司认购700万股，自然人股东张秀云认购300

万股。

汇通公司本次增资扩股的规模为1,400万股。 其中，1,100万股由汇通公司现任三位高

管以现金方式认购；剩余300万股由自然人股东张秀云认购。认购价格按汇通公司截止2015

年6月30日评估基准日的股权评估价格：1.026元/股认购， 认购资金规模为1,436万元（1,

400万×1.026元/股），溢价36万元。 增资扩股后，汇通公司注册资本将达到9,000万元。

本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对下属企业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因公司下属企业—抚松紫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资金紧张， 拟向母公司申请委托贷

款。 委托贷款金额为五亿元人民币，期限为2015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年利率10%，

委托贷款受托人为中信银行同志街支行， 委托贷款将根据抚松紫竹公司资金需求分期支

付。

本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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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霍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

西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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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07,303,

368.70

23,815,689,052.37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349,597,061.31 3,189,782,580.75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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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5,922,083.77 1,842,045,546.63 -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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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332,371.31 6,862,352,238.20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6,646,906.34 190,916,246.46 -1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858,983.28 168,274,497.51 -36.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79 6.22 减少1.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10 -20.0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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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80.38 -104,78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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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61,475.29 67,548,947.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5,813.86 -10,843,276.3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560,922.26 -875,692.7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56,881.66 -5,937,274.43

合计 26,043,077.13 49,787,9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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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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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881,

126,465

44.8 0 无 0 国有法人

黑龙江辰能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6,626,

134

1.35 0 无 0 其他

SCBHK�A/C�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7,910,

644

0.4 0 无 0 境外法人

NORGES��BANK

5,931,

286

0.3 0 无 0 境外法人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

AL�STOCK�

INDEX�FUND

3,947,

034

0.2 0 无 0 境外法人

华能综合产业公司

3,771,

828

0.19 0 无 0 其他

应文永

3,487,

400

0.1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薛勇

2,702,

578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钱忱

2,313,

764

0.12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刘春富

2,200,

000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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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881,126,465 人民币普通股 881,126,465

黑龙江辰能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626,134 人民币普通股 26,626,134

SCBHK�A/C�BBH��S/A�

VANGUARD�EMERGING�

MARKETS�STOCK�INDEX�FUND

7,910,644 境内上市外资股 7,910,644

NORGES?�BANK 5,931,286 境内上市外资股 5,931,286

VANGUARD?�TOTAL�

INTERNATIONAL�STOCK�

INDEX�FUND

3,947,034 境内上市外资股 3,947,034

华能综合产业公司 3,771,828 人民币普通股 3,771,828

应文永 3,487,400 人民币普通股 3,487,400

薛勇 2,702,578 人民币普通股 2,702,578

钱忱 2,313,764 人民币普通股 2,313,764

刘春富 2,200,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2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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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报告期股东总数272,068户 其中A股：201,749户；B股：70,319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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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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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

度%

注释

应收票据 93,323,286.33

175,752,

409.14

-82,429,

122.81

-46.90% 注1

应收股利 3,368,812.63 2,416,056.42 952,756.21 39.43% 注2

其他应收款 227,042,269.17

133,587,

024.32

93,455,244.85 69.96% 注3

在建工程 851,023,633.88

417,504,

499.91

433,519,

133.97

103.84% 注4

工程物资 322,289,774.66

103,025,

291.47

219,264,

483.19

212.83% 注5

长期待摊费用 11,974,215.85 8,426,703.95 3,547,511.90 42.10% 注6

短期借款

4,709,025,

569.75

3,599,026,

169.75

1,109,999,

400.00

30.84% 注7

预收款项 61,477,212.80

412,269,

766.95

-350,792,

554.15

-85.09% 注8

应交税费 84,627,245.12

217,746,

079.31

-133,118,

834.19

-61.13% 注9

应付股利 18,926,727.87 7,970,674.68 10,956,053.19 137.45%

注

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3,203,093,

461.43

1,961,704,

249.11

1,241,389,

212.32

63.28%

注

11

应付债券

1,073,133,

333.33

3,300,000,

000.00

-2,226,866,

666.67

-67.48% 注12

专项应付款 298,528,888.66

198,182,

181.79

100,346,

706.87

50.63% 注13

注1：应收票据减少46.90%，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将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所

致；

注2、应收股利增长39.43%，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参股单位进行利润分配但尚未支付现

金所致；

注3：其他应收款增长69.96%，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代垫“三供一业”工程款增加所致；

注4：在建工程增长103.84%，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电源项目基建工程开工及技改项目

增加所致；

注5：工程物资增长212.83%，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电源项目基建工程开工增加物资采

购所致；

注6：长期待摊费用增长42.10%，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购买环保技术所致；

注7：短期借款增长30.84%，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增加支付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导致短期

借款增加所致；

注8：预收款项减少85.09%，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将预收的热费转为收入所致；

注9：应交税费减少61.13%，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缴纳税金所致；

注10：应付股利增长137.45%，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控股子公司进行利润分配但尚未支

付现金所致；

注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长63.28%，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一年内到期的应付

债券增加所致；

注12：应付债券减少67.48%，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将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重分类至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注13：专项应付款增长50.63%，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收到国资委三供一业拨款所致；

(2)利润表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

度%

注释

销售费用 19,827,728.99 41,365,179.42

-21,537,

450.43

-52.07% 注1

投资收益 5,308,369.11 9,347,632.54 -4,039,263.43 -43.21% 注2

营业外支出 11,552,268.67 3,448,091.13 8,104,177.54 235.03% 注3

注1：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减少52.07%，主要是本报告期所属煤炭企业运费从销售费用

转入主营业务成本核算所致；

注2：投资收益本期较上期减少43.21%，主要是本报告期部分参股单位尚未分配红利所

致；

注3：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增长235.03%，主要是本报告期缴纳滞纳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下属电厂及控股公司收到政府补贴资金。 详见2015年7月22日本公

司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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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2015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50%以上，下降的主要

原因为本公司发电量同比减少及电价、热价下调。

公司名称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利

日期2015-10-30

证券代码：

600726 900937

证券简称：华电能源 华电

B

股 编号：临

2015-029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一次董事会于

2015

年

10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

事

9

人，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 会议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

此议案获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关于更换公司部分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陈志坚女士和孙永奎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提出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

务，公司提议周立业女士和张峰龙先生为公司新任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周立业女士，1963年出生，大学本科，注册会计师，曾任中瑞华恒信会计师事务所合伙

人、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现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张峰龙先生，1973年出生，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任黑龙江省九○四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勘察院副总工程师，现任黑龙江省九○四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总工程师。

此议案还将提交公司以后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

此议案获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关于公司人事变动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决定聘任姜青松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如下：

姜青松先生，1969年出生，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曾任黑龙江华电齐齐哈尔热电有限公

司总经理、党委委员，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第三发电厂厂长、党委委员。

此议案获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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