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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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轩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国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明月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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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46,326,036.77 15,479,570,844.12 3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218,239,559.38 6,438,141,195.75 8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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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1,788,503.37 1,276,406,571.90 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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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43,996,836.19 26,945,169,863.34 16.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97,132,692.96 648,902,918.15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98,673,473.54 530,793,170.24 1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80 10.72

增加 -4.92�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6 0.20 -2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6 0.20 -20.00

*2014年1-9月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公司持有的中百集团股份，

计入浮赢16,976.87万元；2015年1-9月因公司持有中百集团股份转为长期股权投资并按照权益法核

算，计入亏损1160.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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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56,796.42 -5,684,3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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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8,632.01 13,677,77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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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0,746.99 189,878,06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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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4,590.10 -50,164,766.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348,081.43 -29,541,334.9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56,854.49 -55,591.85

合计 -1,540,780.58 118,109,74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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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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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奶有限公司 813,100,468 19.99 813,100,468 无 境外法人

张轩松 806,385,203 19.82 142,295,588 质押

484,500,

000

境内自然人

张轩宁 495,874,160 12.19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94,873,506 2.33 未知 国有法人

谢香镇 91,288,440 2.24 无 境内自然人

叶兴针 91,288,440 2.24 无 境内自然人

郑文宝 91,288,440 2.24 无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五组合

40,000,000 0.98 未知 国有法人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分红－018L－

FH001沪

33,707,227 0.83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29,497,000 0.73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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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轩松 664,089,615 人民币普通股 664,089,615

张轩宁 495,874,160 人民币普通股 495,874,16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4,873,506 人民币普通股 94,873,506

谢香镇 91,288,440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440

叶兴针 91,288,440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440

郑文宝 91,288,440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44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 红 － 团 体 分 红 －018L －

FH001沪

33,707,227 人民币普通股 33,707,22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9,4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497,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改革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实际控制人张轩松和张轩宁属于一致行动人。 张轩松与张轩宁为兄弟关系，郑文宝为

张轩松、张轩宁两人的表兄；谢香镇为张轩松、张轩宁两人的妹夫；其他股东之间，未知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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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491,678,689.67 2,092,699,791.24 210.21

主要原因系收到牛奶国际定向增发款项

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981,909,919.50 1,237,351,939.93 60.17

主要原因系本年度增加对联华超市投资

所致

短期借款 33,680,346.00 1,369,000,000.00 -97.54

主要原因系本期向金融机构归还借款所

致

应付利息 - 2,085,343.70 -100

主要原因系本期向金融机构归还借款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 40,500,000.00 -100

主要原因系本期向金融机构归还借款所

致

长期借款 - 34,298,000.00 -100 主要原因系归还长期借款所致

资本公积 5,674,160,961.28 816,150,750.08 595.23

主要原因系非公开发行股票导致资本公

积溢价所致

财务费用 -2,141,092.37 81,236,250.62 -102.64

主要原因系本期向金融机构借入资金较

上期减少，同时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244,425.17 12,791,364.68 -66.82

主要原因系已计提跌价的存货未全部转

销，本期新增的部分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减

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4,207,781.60 183,529,285.53 -102.29

主要原因系上期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公司

持有的中百集团股份，本年公司持有中百

集团股份转为长期股权投资并按照权益

法核算。 同时金枫酒业期末股价下跌所

致

投资收益 -12,392,282.94 3,997,160.67 -410.03

主要系中百、上蔬本年度亏损导致投资亏

损

营业外收入 120,910,752.70 69,108,764.42 74.96

主要原因系违约收入及政府补助增加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235,200,346.00 1,851,400,000.00 -87.3

主要原因系本期向金融机构借入资金较

上期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4,025,796.10 390,160,166.42 -93.84 主要原因系利息支出较上年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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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开店及签约情况

3.2.1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开店情况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公司在安徽、北京、福建、河南、黑龙江、江苏、山西、陕西、上海、四川等10个区

域新开21家门店，具体如下：

开店项目 地址 开店时间 租赁期限（年） 总面积（㎡）

东流大道店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东流大道东至新天

地

2015-08-26 20年 8594

淮河路店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淮河路（颍州南路）

万达广场

2015-08-29 15年 9344

凤台西城河公园店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青年北路西城河公

园金汇广场

2015-09-05 15年 9029

世界村店 北京市通州区马驹桥镇世界村 2015-09-18 15年 13455

天博广场店

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鲤南区温泉东路

（柳安街）天博广场

2015-07-03 18年 10104

爱琴海购物中心店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上大道（闽江大

道）爱琴海购物公园

2015-09-19 15年 5571

闽江世纪金源店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林浦路闽江世纪金

源购物中心

2015-09-20 16年 9688

奥体中心广场店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福湾斗门福州市海

峡奥体中心商业广场

2015-09-26 10年 11753

石狮泰禾广场店 福建省石狮市宝岛中路泰禾广场 2015-09-26 20年 14103

安阳万达广场店

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中华路（文明大道

路口)安阳万达广场

2015-07-25 15年 9400

建华万达店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新江路（引

水街）万达广场

2015-08-01 15年 9216

解放路店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得祥街（解放

路）利达国际购物中心

2015-10-01 15年 9983

东方伟业广场店

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中山北路1号东方伟

业广场

2015-09-05 20年 11816

谷阳大道宝龙店

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谷阳大道（金谷东

路）宝龙城市广场

2015-09-26 20年 12935

太原万达店

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解放路（北大街）

万达广场

2015-09-30 15年 9318

曲江龙湖店 陕西省西安市曲江路167号龙湖星悦荟 2015-08-19 15年 5735

金山万达广场店

上海市金山区松卫南路（龙航路）金山万

达广场

2015-07-17 15年 9338

隆昌店 上海市杨浦区隆昌路（长阳路）七巧国 2015-08-28 14年零5月 3864

皇冠国际社区店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北泉路）

皇冠国际社区

2015-08-01 20年 10200

金都汇店 四川省崇州市蜀州中路（学府街）金都汇 2015-08-28 20年 9501

海伦国际店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电子路172号海伦

国际

2015-09-29 20年 10733

注：截止本季度末，公司已开业门店372家。

3.2.2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签约项目情况

截止2015年9月30日，公司在重庆、四川、江苏、河北、贵州、广东、福建等7个区域新签约门店15家，

签约信息如下：

签约项目 地址 签约时间 租赁期限 租赁面积（㎡）

重庆石桥style广场 重庆市九龙坡区 2015-08-05 17年 7124

重庆巴南万达广场 重庆市巴南区 2015-07-20 15年 9559

重庆潼南东安大道项目 重庆市潼南县 2015-07-13 20年 9923

四川达州升华广场 四川省达州市 2015-09-21 20年 9474

四川新津时代广场 四川省成都市 2015-07-28 20年 9675

四川青龙广场 四川省成都市 2015-07-10 20年 7845

苏州吴中万达广场 江苏省苏州市 2015-08-10 15年 9717

河北定州大世界购物中心 河北省定州市 2015-09-26 15年 5890

贵州中铁国际水岸广场 贵州省贵阳市 2015-09-10 20年 6547

广州南沙万达广场 广东省广州市 2015-07-30 15年 9010

深圳平湖凤凰新村商业广场 广东省深圳市 2015-08-05 15年零8月 4003

厦门建发湾悦城 福建省厦门市 2015-09-22 15年 9550

福州永泰葛岭项目 福州市永泰县 2015-08-20 15年 1800

福州东二环泰禾项目 福州市晋安区 2015-08-10 13年 4348

福州永嘉天地项目 福州市闽侯县 2015-07-17 15年 10533

注：截止本季度末，公司已签约未开店项目合计175家。 上述数据已体现解约重庆富力诚及重庆云

阳港贸市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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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5年7月9日公告了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承诺，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均严格遵守所有有效承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并未较上一报告期发生其他变化（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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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轩松

日期 2015-10-30

证券代码：601933� � � � � �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5-66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资设立陕西省

富平县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现拟与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源股份” ）、陕西富平县骐进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骐进公司” ）分别按60%、30%、10%的比例合计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设立陕西省富平

县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富平” ，实际名称以工商核定为准），其中公司出资额为

1800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与募集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上述各方内部批准，三方已于近日签署了《陕西省富平县永辉现代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出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书” ）。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戚大广

地址：山东省龙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注册资本：47,080万元

经营范围：定型包装食品、包装制品的生产、销售；水果蔬菜、坚果、果仁的种植、加工、储存和销售；

水果、蔬菜、坚果、果仁及调理品的进口和批发，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2、富平县骐进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苏延丽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曹村镇曹村村

注册资本：100万元

经营范围：食用农产品的开发、收购、贮藏、包装及销售；食用农产品技术研究、技术服务、信息咨询；

花卉苗木、草坪、盆景、农作物的培育、种植和销售；农用机械、农具、化肥的销售；园林绿化、园林技术服

务；农业观光项目的开发、农产品展示；农业技术开发服务、推广及转让。

公司与以上法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陕西省富平县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翁海辉

地址：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淡村镇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农副食品加工、开发、收购、贮藏、包装、批发和销售；食品制造；饮料制造；农作物种植；农

产品技术研究、技术服务、信息咨询；机械设备、农具、肥料的销售；农业观光项目开发、农产品展示；农业

技术开发服务、推广及转让。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作为控股方，拟出资1800万元人民币，持有富平永辉60%的股份，富平永辉现代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1,800 60%

2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900 30%

3 富平县骐进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00 10%

合计 3,000 100%

（二）标的公司的可行性分析

1、项目背景

富平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与渭北黄土高源的过渡地带，被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名特优经济林

之乡—中国柿乡” ，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世界闻名的柿子优生区。 富平当地建有优质柿子基地11万亩，

年产鲜柿5万吨，制作柿饼1万吨，鲜柿、柿饼产量每年递增20%以上。 富平大尖柿最宜制作柿饼，被专家

誉为 “制饼珍品” 。

2、项目必要性

（1）市场空间

水果生产正处于由数量增加转向质量提升阶段。 根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2015-2024）》预测，

未来10年中国水果产量预计持续小幅增长，水果生产结构优化，质量得到提升；水果消费量增加和消费

结构升级。 与过去10年相比，水果供需量增速将放缓，需求将对供给起到更主要的引导作用，新型产销

经营方式和现代物流将对水果市场产生深刻影响。

目前，富平县年加工柿饼在1万多吨，产值1.8亿元，“富平尖柿”鲜食、加工兼备，以其柿果加工制成

的“富平柿饼”最为有名，近年来新开发的加工食品、饮料及保健品等也颇受消费者青睐。

3、效益分析

（1）打通农产品全供应链条实现畅通对接

对农产品全供应链体系进行整合将激发合作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以顾客需求为核心驱动力，共谋

发展、共享成果，为消费者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更可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益。

（2）项目投资除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将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 加快转变当地农

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能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力、市场竞争力；柿子标准林的建设

和示范作用，也可以带动行业标准化的发展；项目的落地更可以增加当地的财政税收，增加当地农民就

业和可持续创收。

四、本协议书主要内容

本协议主体为甲乙丙三方，其中甲方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丙方为

富平县骐进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支付方式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由甲乙丙三方在2015年12月31日前按比例一次性共同出资。

2、发起人分工

(1)�甲方负责标的公司的整体运营等事宜。

(2)�乙方负责配合甲方积极参与工艺路线制订、设备选型、设备采购及工厂建设，完成标的公司筹

建，按计划生产；对标的公司运营行为进行监督并负责技术管理和生产。

(3)�丙方负责配合甲方做好标的公司筹建；对标的公司运营行为进行监督并负责工厂原材料的组织

和合作基地生产，以及标的公司当地相关事项的协调工作。

3、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标的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3人，其中由甲方委派2人，乙方委派1人。 董事长、总经理由甲方委派；董

事长兼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4、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依托零售平台优势，借助朗源股份在农产品加工标准化的生产经验与技术经验及骐进生态农

业在原料组织及农业合作化的优势，本着强强联合的精神，致力于做大做强柿子果品产业，发展现代农

业、保障食品安全。

2、本次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标的公司在实际运营中，可能存在经营管理、产品工业化生产技术的开发及市场开拓等方面的风

险，导致公司投资收益不达预期。

3、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在农产品产业进行投资，将给公司带来较稳定的投资收益，同时也是公司布局农产品生产上

游，助力并科学发展农产品产业及整合供应链的一项举措。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5-65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规定，公司披露2015年第三季

度（即报告期）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门店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在安徽、北京、福建、河南、黑龙江、江苏、山西、陕西、上海、四川等10个区域新开21家

门店。 详见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有关数据。

二、签约情况

在重庆、四川、江苏、河北、贵州、广东、福建等7个区域新签约门店15家。详见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

告有关数据。

三、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大区 经营业态 主营收入

同比变动

（%）

毛利率（%） 同比变动

福建大区 连锁超市 8,302,971,570.03 3.90 17.47 无变化

华西大区 连锁超市 10,641,994,737.73 14.79 17.20 增加0.06个百分点

北京大区 连锁超市 4,802,165,581.90 27.51 15.21 增加1.01个百分点

安徽大区 连锁超市 1,824,692,448.67 22.75 15.83 减少0.11个百分点

河南大区 连锁超市 917,553,185.28 17.23 14.75 增加0.29个百分点

东北大区 连锁超市 805,394,601.83 21.28 11.61 增加0.03个百分点

华东大区 连锁超市 2,737,329,907.35 44.71 13.92 减少0.19个百分点

合计 30,032,102,032.79 16.17 16.35 增加0.05个百分点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933� � � � � � � � � �证券简称：永辉超市 公告编号：临-2015-64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8日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在公司左海总部三楼第3号会议室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11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1人。会议的通

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批准报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编制了《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报告从重大事项及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等方面如实反映了公

司2015年度第三季度的经营运行情况。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报出上述报告。

（以上议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合资设立陕西省富平县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朗源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富平县骐进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按60%、30%、

10%的比例合计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在陕西富平设立陕西省富平县永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际

名称以工商核定为准）。

（以上议案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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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和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振宇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英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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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66,333,829.61 17,222,953,885.20 -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916,407,174.96 9,523,732,397.4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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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530,010.01 881,708,290.70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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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7,381,051.59 2,953,647,659.51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3,848,367.66 472,057,303.51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44,583,502.52 471,710,144.95 -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11 4.8471 减少0.2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86 0.0729 -5.9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86 0.0729 -5.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股）

0.0687 0.0729 -5.7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86 4.8437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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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537.34 -1,427,7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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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799.49 89,348.0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64,834.21 332,599.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38.51 270,662.99

合计 489,864.11 -735,1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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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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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

司

5,084,

415,378

78.55 3,180,268,125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93,542,

642

2.99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49,690,

900

0.77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消费活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2,936,

400

0.2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11,655,

195

0.18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上证

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5,790,913 0.09 未知 未知

韩小军 5,559,900 0.0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瑞沪

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4,723,000 0.07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实沪深3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4,461,700 0.07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4,386,100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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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1,904,147,253 人民币普通股 1,904,147,25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3,542,642 人民币普通股 193,542,64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9,690,900 人民币普通股 49,690,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12,93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36,4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655,195 人民币普通股 11,655,195

中国建设银行－上证18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790,913 人民币普通股 5,790,913

韩小军 5,559,900 人民币普通股 5,559,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4,7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23,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

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4,4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4,461,7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4,386,100 人民币普通股 4,38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10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公司未知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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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与公司第

一大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东与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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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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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较年初下降40.95%，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预付材料款减少所

致；

（2）应收股利较年初增长85.92%，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应收合营企业股利

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77.39%，主要系本报告期内代付款项增加所

致；

（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下降79.1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待抵扣进项税

及预缴税费减少所致；

（5）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增长909.07%，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预付工程

款、设备款增加所致；

（6）预收款项较年初增长64.01%，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预收港口费增加所

致；

（7）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85.32%，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支付已计提年

终奖所致；

（8）应交税费较年初增长522.6%，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已计提未缴纳企业

所得税增加所致；

（9）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长75.55%，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预收资产处置款

及代缴款项增加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下降40.57%，主要系本报告期末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11）专项储备较年初增长140.56%，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发生的安全支出

减少所致；

（12）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增长34.38%，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利润积累所致；

（13）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355.5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应收账

款增加所致；

（14）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955.49%，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处置固定

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15）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长68.2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子公司

利润增长所致；

（16）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下降32.21%，主要系本报告期内缴纳

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17）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41.28%，主要系本报告

期内收回的股利增加所致；

（18）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

期增长504.52%，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预收资产处置款所致；

（19）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

下降71.91%，主要系本报告期内购买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20）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下降66.48%，主要系本报告期内

取得的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21）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44.3%，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偿

还的银行贷款增加所致；（22）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

同期下降66.4%，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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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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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的承诺

资产注入

营口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

港务集团将以

上市公司作为

其港口业务整

合及发展的唯

一平台和主体，

在2015年底前，

根据所属港口

的发展状况，逐

步整合港口业

务相关资产，最

终实现港口主

业资产整体上

市，彻底消除与

上市公司之间

的同业竞争。

2015年底 是 是

股份限售

营口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

2012年重大资

产重组获得的

股份自发行结

束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其在本次发

行中取得的股

份，之后按中国

证监会及交易

所有关规定执

行。

2015年10月11

日

是 是

解决关联交易

营口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

（1）港务集团

将尽量减少港

务集团及其所

实际控制企业

与上市公司之

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

的任何业务来

往或交易均按

照公平、公允和

等价有偿的原

则进行，交易价

格应按市场公

认的合理价格

确定，并按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就相互

间关联事务及

交易事务所做

出的任何约定

及安排，均不妨

碍对方为其自

身利益、在市场

同等竞争条件

下与任何第三

方进行业务往

来或交易。

（2）港务集团

保证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

有关规章等规

范性法律文件

及营口港《公

司章程》等管

理制度的规定，

依照合法程序，

与其他股东一

样平等地行使

股东权利、履行

股东义务，不利

用控股股东的

地位谋取不当

的利益，不损害

营口港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

益。（3）对于

港务集团向上

市公司提供综

合服务的相关

资产，港务集团

将于2015年底

前择机注入上

市公司。

2015年底 是 是

其他

营口港务集团

有限公司

保证保持上市

公司资产独立

完整、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

机

构独立、业

务独立。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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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和忠

日期 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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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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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的通知于2015年10月19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及书面通知送达的方式发出，会

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2人，实际

参加表决董事12人。 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关于审议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辞去职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总经理潘维胜先生已到法定退休年龄，本人提出辞去公司董事

及总经理职务。

董事会同意潘维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同时其担任的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职务自动解除。 公司董事会并代表全体员

工，对潘维胜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由衷的敬意和

感谢！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提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由于公司总经理潘维胜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 现聘任公司董事仲维良先

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总经理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仲维良先生符合担任总经理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 同意聘任仲维良

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附：仲维良先生简历

仲维良，男，50岁，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营口港务局副

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营口港务局总会计师，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

副总经理。 现任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本公司董事。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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