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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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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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存飞 董事 因公出差 无

1.3� 公司负责人南存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国荣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国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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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7,433,861.71 12,202,172,858.32 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018,919,650.55 6,039,919,690.23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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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837,110.69 1,187,134,249.07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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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4,967,409.01 9,307,426,262.00 -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72,975,023.99 1,318,156,418.24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24,230,136.34 1,253,202,729.69 -2.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52% 23.34% 减少3.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97 1.00 -3.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97 1.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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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689.45 -596,4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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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027.74 8,317,225.2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54,165.61 4,773,42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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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19,706.22 39,997,07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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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5,314.92 11,643,18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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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2,360.15 -11,353,912.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3,175,938.73 -3,695,218.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45,096.60 -340,444.39

合计 19,960,849.86 48,744,88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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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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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54,100,

000

64.9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南存辉

74,515,

267

5.6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南存飞

22,405,

790

1.7 0 无 境内自然人

朱信敏

21,755,

803

1.6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896,

300

0.9 0 无 未知

吴炳池

10,846,

536

0.82 0 无 境内自然人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008,

170

0.76 0 无 未知

林黎明 9,595,950 0.73 0 质押 5,200,000 境内自然人

泰康人寿－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019L－

CT001沪

8,190,230 0.62 0 无 未知

泰康人寿－分红－个

人分红－019L－

FH002沪

7,172,085 0.55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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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54,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4,100,000

南存辉 74,515,267 人民币普通股 74,515,267

南存飞 22,405,790 人民币普通股 22,405,790

朱信敏 21,755,803 人民币普通股 21,755,803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896,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96,300

吴炳池 10,846,536 人民币普通股 10,846,536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8,17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8,170

林黎明 9,595,950 人民币普通股 9,595,950

泰康人寿－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

CT001沪

8,190,230 人民币普通股 8,190,230

泰康人寿－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沪

7,172,085 人民币普通股 7,172,0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的最终控制人为南存辉，南存飞是南存辉的弟弟，吴炳池是南存

辉妹妹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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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加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920,054,231.51 2,078,139,024.99 40.51%

本期公司信用政策适度调整， 应收

款项中应收票据规模降低， 应收账

款相应增加

预付款项 128,505,830.89 42,601,346.42 201.65% 本期预付材料增加较多

其他流动资产 1,590,211,197.49 1,010,444,810.89 57.38%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628,801,281.87 438,243,758.00 43.48%

本期收购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10%股权等

固定资产 2,205,174,738.44 1,375,339,421.33 60.34% 温州民用智能电器厂房投入使用

在建工程 41,384,098.30 651,816,681.73 -93.65% 温州民用智能电器厂房投入使用

商誉 10,626,662.30 2,663,376.72 298.99% 本期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并购增加

应付票据 182,680,289.08 58,535,137.04 212.09% 公司采用票据结算方式金额增加

应付利息 16,109,417.76 37,449,103.07 -56.98% 7月份支付债券利息

递延收益 18,109,420.12 10,017,613.36 80.78% 本期收到政府补助

长期借款 54,644,009.00 82,936,903.00 -34.11% 本期偿还部分借款

项目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加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68,225,989.95 33,705,892.56 102.42%

本期根据应收账款余额和账龄结构

计提坏账准备额同比增加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加幅度 主要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914,187,779.62 247,585,259.48 不适用 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87,040,726.07 -1,369,632,419.23 不适用

2014年中期分红在2014年9月份实

施完毕，2015年中期分红在第四季

度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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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

1）正泰集团及除正泰电器以外的控股子公司目前在中国境内、外任何地

区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和经营与正泰电器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

2）于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正泰集团及除正泰电器以外的控股子公司在中

国境内外任何地区将避免从事与正泰电器构成同业竞争的业务；

3）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件发生致使正泰集团投资

的公司与正泰电器同业竞争不可避免时，正泰电器有权要求以任何适当方式消

除该等竞争，包括但不限于由正泰电器以市场价格购买正泰集团持有的相关企

业的股权等；

4）从承诺函出具之日起，正泰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保证严格履行上述承

诺，如有违反，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截至本报告期末，承诺方严格履行了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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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南存辉

日期 20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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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成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家芳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常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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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270,254.14 226,377,313.42 -6.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621,634.25 34,865,294.56 5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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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88,280.70 8,870,996.25 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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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7,200.00 20,221,366.51 -56.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428,755.24 13,056,261.61 8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962,340.46 9,869,872.18 -29.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89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06 8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06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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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595.00 -630,5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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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9,148.04 23,919,1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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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

影响数

-5,822,138.26 -5,822,138.26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17,466,414.78 17,466,4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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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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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65,640,

000

29.27 0 质押

34,200,

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65,640,

000

29.27 0 冻结

31,440,

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投·工

银量化恒盛精选D类26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10,562,

543

4.71 0 未知 未知

杜永斌 6,228,872 2.78 0 未知 未知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陕国投·工

银量化恒盛精选D类17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5,230,046 2.33 0 未知 未知

辛玲 4,947,700 2.21 0 未知 未知

山东银座家居有限公

司

4,184,700 1.87 0 未知 未知

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3,010,070 1.34 0 未知 未知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中海－浦江之星

177号集合资金信托

2,680,000 1.2 0 未知 未知

鲁商传媒集团有限公

司

2,502,750 1.12 0 未知 未知

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思考20

号A5－1循环套利基金

2,400,091 1.07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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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65,6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40,00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工银量化恒盛精选D类26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10,562,543 人民币普通股 10,562,543

杜永斌 6,228,872 人民币普通股 6,228,872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工银量化恒盛精选D类17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

5,230,046 人民币普通股 5,230,046

辛玲 4,947,700 人民币普通股 4,947,700

山东银座家居有限公司 4,184,7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4,700

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010,070 人民币普通股 3,010,07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

浦江之星177号集合资金信托

2,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80,000

鲁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502,750 人民币普通股 2,502,750

浙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思考20号A5－1循环套利基

金

2,400,091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大股东园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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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思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陕国投·工银量化恒盛精选D类17期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陕国投·工银量化恒盛精选D类26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思考20号A5-1循环套利基金”的投资顾问，为持有园城黄金股票的一致行

动人。 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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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率 变动金额 变动原因

递延所得税资产 2,640,042.13

4,227,

780.00

-37.55% -1587737.87

本期减少系处置固定资产转回以前年

度计提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0.00

9,094,

262.00

-100.

00%

-9094262.00

本期减少系偿还光大银行贷款本金所

致。

应付利息 0.00

23,760,

427.04

-100.

00%

-23760427.04

本期减少系因已达成债务重整协议，将

光大银行减免利息转出所致。

应交税费 149,022.83 86,756.19 71.77% 62266.64 本期增加系计提托管费收入税金所致。

(2)�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率 变动金额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827,200.00 20,221,366.51 -56.35% -11,394,166.51

本期减少主要系托管

费收入减少和黄金销

售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0.00 2,791,143.12 -100.00% -2,791,143.12

本期减少主要系本年

度无黄金销售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497,380.80 2,239,505.88 -77.79% -1,742,125.08

本期减少主要系收入

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897,512.01 3,290,871.38 -42.34% -1,393,359.37

本期财务费用减少主

要系因已达成债务重

整协议本期未继续计

提光大银行利息所

致。

投资收益 -88,393.45 763,423.57 -111.58% -851,817.02

本期减少主要系联营

企业亏损及上期处置

子公司所致。

营业外收入 23,919,148.04 5,588,938.80 327.97% 18,330,209.24

本期增加系因已达成

债务重整协议， 光大

银行减免利息转入所

致。

营业外支出 630,595.00 1.41 44722949.65% 630,593.59

本期增加系处置固定

资产净亏损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87,737.87 1,069,612.11 48.44% 518,125.76

本期增加主要系处置

固定资产转回递延所

得税资产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率 变动金额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988,280.70 8,870,996.25 35.14% 3,117,284.45

本期增加主要系收到

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00 -14,388,329.79 -100.00% 14,388,329.79

本期减少主要系上期

处置兴国合并变化及

减少对外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1,607,972.61 -1,141,241.83 -917.14% -10,466,730.78

本期减少主要系偿还

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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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4年9月26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同意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烟台分行签订执行和解协议书》的议案。

2、2015年9月28日公司发布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向大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细内容请参照公司

（2015-049）、（2015-050）号公司公告。

3、2015年9月30日公司与大股东园城实业签订借款合同，借款人民币捌

佰玖拾肆万元整，并按照《执行和解协议书》的约定，完成了公司与烟台光大

银行的还款事宜，公司与烟台光大银行项下债权债务全部结清，双方不再追究

各自经济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执行和解协议书》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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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成义

日期 2015-10-30

烟台园城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云 南 云 维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766�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园城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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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凡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缪和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蒋观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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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30,869,285.53 12,634,872,234.65 -1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65,041,808.62 319,873,341.33 -12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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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94,266.66 346,647,021.75 -1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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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7,827,101.19 4,674,391,235.67 -54.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60,181,319.66 -567,693,715.5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23,270,546.14 -577,715,740.5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1.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07 -0.9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07 -0.9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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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56,477,94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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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000.00 5,245,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85,757.03 1,373,083.1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0.00 2,25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176.12 -9,052.65

合计 -2,306,580.91 63,089,2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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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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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

司

257,506,

610

41.79 0 质押 61,600,000 国有法人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102,008,

950

16.55 0 质押

101,508,

950

国有法人

黄碧光 7,537,544 1.22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4,678,685 0.76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567,900 0.25 0 未知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中融－证赢59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348,037 0.22 0 未知 未知

马梅丽 1,057,700 0.17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中证煤炭等

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1,053,401 0.17 0 未知 未知

孙雨 1,053,217 0.17 0 未知 未知

钱建平 831,200 0.13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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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 257,506,610 人民币普通股 257,506,610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02,008,950 人民币普通股 102,008,950

黄碧光 7,537,544 人民币普通股 7,537,54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678,685 人民币普通股 4,678,68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6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7,9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证

赢5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48,037 人民币普通股 1,348,037

马梅丽 1,05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7,7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证

煤炭等权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053,401 人民币普通股 1,053,401

孙雨 1,053,217 人民币普通股 1,053,217

钱建平 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83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10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法人股股

东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煤化工集团有

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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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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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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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报告期内资产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分析：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213.09%，主要是公司加大货款回收力

度，适当增加了收取票据比例。

2、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4.98%，主要是本期结算前期采购业

务。

3、工程物资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9.07%，主要是工程领用。

4、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43.39%，主要是本期公司出售全

资子公司化工精制所致。

5、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09.36%，主要是本期未结算销售业务。

6、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4.41%，主要是支付了债券利息。

7、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62.67%，主要是增加非金融机构借

款。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38.96%，主要是归还到

期借款。

9、专项储备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21,017,151.10元，主要是公司按期提取

安全生产费用。

（二）、报告期内损益发生重大变动分析：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4.48%，主要是本期公司产品产销量及

售价均下降所致。

2、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73.28%，主要是本期公司出售全资子公

司化工精制所形成。

3、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91.12%，主要是上期公司收到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

（三）、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发生重大变动分析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0.57%，主要是

本期公司产品产销量下降，收入减少，同时销售收到票据比例增大，因此销售

商品相应收到现金减少。

2、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7.35%，主要

是上年同期收到的政府补助金及个人往来款项增加。

3、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46.79%，主要是

本期公司生产负荷较低，原材料采购减少，同时票据支付比例增大，从而减少

了现金支付。

4、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57.03%，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减

少，支付相应的各项税费减少。

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较上年同期

减少83.43%，主要是本期公司减少项目投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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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情况：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余额为158,060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余额为53,020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云南大为商贸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余额为20,200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曲靖大为煤焦供应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余额为24,100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云南泸西大为焦化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余额为19,495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云南大为恒远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余额为9,910.52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江西云维飞虎化工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余额为20,000万元。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304,785.52万元，无逾期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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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目前煤焦化行业情况及公司前三季度经营结果，结合目前公司主要

产品的需求情况和价格走势，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累计利润仍为

亏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条的规定，最近两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的，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证券法》第六十条的相关

规定，公司最近二年连续亏损的，公司债券将在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可

能被暂停上市交易。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名称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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