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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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金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慧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吴志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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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853,394,474.52 10,979,848,200.39 10,979,848,200.39 7.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310,261,839.54 3,329,055,932.41 3,329,055,932.41 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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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28,498,142.44 486,926,707.80 388,085,836.06 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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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2,526,702,586.83 1,725,503,387.86 830,324,247.48 46.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19,484,917.95 249,046,536.72 214,917,584.00 28.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8,406,378.96 205,813,580.96 205,813,580.96 40.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27 10.19 8.51 减少2.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0 0.37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2 0.40 0.37 5.00

公司于2014年12月底成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编

制2014年合并报表时,将创冠中国的资产负债期末数纳入合并，将燃气发展公

司2014年的资产负债和损益纳入合并。 在计算同期增减数时，以调整后的数

据作为基数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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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827,323.60 -1,426,9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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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70,888.30 43,455,267.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6,890.80 -590,217.62

所得税影响额 -9,875,113.90 -10,359,512.99

合计 29,625,341.60 31,078,5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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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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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

公司

137,779,089 17.98 无 国有法人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

司

91,319,726 11.92 质押 91,319,726 国有法人

创冠环保（香港）有限公司 91,019,417 11.88 91,019,417 质押 89,864,523 境外法人

佛山市南海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46,534,611 6.07 46,534,611 无 国有法人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4,239,420 3.16 无 国有法人

广东恒健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15,000,000 1.96 15,000,00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1.31 10,000,000 无 国有法人

李贵山 10,000,000 1.31 10,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10,000,000 1.31 10,000,000 无 未知

劳俊豪 8,390,000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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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137,779,089 人民币普通股 137,779,089

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91,319,726 人民币普通股 91,319,726

福建省华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239,420 人民币普通股 24,239,420

劳俊豪 8,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9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中

国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958,443 人民币普通股 7,958,44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7,841,894 人民币普通股 7,841,89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

明细账户

7,306,084 人民币普通股 7,306,08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485,333 人民币普通股 6,485,333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999,674 人民币普通股 3,999,674

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 3,951,559 人民币普通股 3,951,5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佛山市南海供水集团有限公司为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2、除上述情况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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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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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说明（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1,999.55 21,323.55 10,675.99 50.07%

应收污水处理费和应收固

废业务收费增加

预付款项 5,359.42 29,550.05 -24,190.62 -81.86%

收回创冠香港按约定退回

的股权转让预付款

其他流动资产 5,439.96 3,976.35 1,463.62 36.81% 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长期股权投资 2,500.00 2,500.00

对贵阳京环公司投资以及

对E20基金投资

工程物资 401.35 5,932.43 -5,531.08 -93.23%

一厂改扩建及餐厨项目领

用工程物资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83.95 27,979.89 -25,195.94 -90.05%

预付的特许经营权及预付

工程设备款转出，母公司待

处理财产损益转出

短期借款 24,385.00 11,800.00 12,585.00 106.65% 母公司流动资金贷款增加

应付票据 1,234.00 -1,234.00 -100.00% 应付票据已付

应付账款 117,052.13 89,544.91 27,507.22 30.72%

应付工程款增加，以及水务

公司应付固定资产收购款

增加

预收款项 17,127.50 10,701.97 6,425.54 60.04%

燃气及供水业务预收安装

工程款增加

应付利息 1,903.56 2,741.67 -838.11 -30.57%

母公司7月支付了公司债券

利息

应付股利 4,609.45 -4,609.45 -100.00%

燃气发展公司支付了以前

年度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46,093.00 155,087.35 -108,994.35 -70.28%

支付了创冠香港股权转让

款以及燃气发展公司股权

收购款

长期应付款 30,992.18 19,748.59 11,243.59 56.93% 固废业务融资租赁增加

递延收益 17,939.78 5,368.17 12,571.61 234.19%

收到桂城水厂拆迁补偿款

和东南污水厂改（迁）建项

目，以及九江沙头片区的供

水管网建设和改造工程补

偿款

资本公积 174,522.24 106,020.95 68,501.29 64.61% 非公开发行股票溢价

少数股东权益 48,694.52 35,930.16 12,764.36 35.53%

樵南和大沥水务少数股东

增资

2.利润表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说明（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52,670.26 172,550.34 80,119.92 46.43%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燃

气、供水业务和固废工程收

入增加

营业成本 172,024.21 115,779.67 56,244.54 48.58%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燃

气、供水业务和固废工程成

本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824.71 931.98 892.73 95.79%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供

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子公司

增加

管理费用 15,335.56 7,694.37 7,641.18 99.31%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供

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子公司

增加

财务费用 19,294.13 6,987.57 12,306.56 176.12%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借

款增加

营业外收入 6,882.87 1,304.81 5,578.06 427.50%

增加创冠中国增值税退税收

入以及绿电公司收到政府生

活垃圾外运补助

3.现金流量表财务指标大幅变动情况说明（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

金

273,767.01 193,683.48 80,083.53 41.35%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供

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子公

司增加

收到的税费返

还

2,235.96 2,235.96

创冠中国收到增值税退税

收入

收到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6,434.03 4,856.65 21,577.38 444.29%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供水整

合纳入合并供水子公司增

加，以及收到的利息收入增

加

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24,795.00 14,926.94 9,868.06 66.11%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供

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子公

司增加

支付的其他与

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4,612.73 5,529.31 19,083.42 345.13%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以及供

水整合纳入合并供水子公

司增加

收到的其他与

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42,979.19 394.9 42,584.29 10783.48%

收回支付给创冠香港的股

权转让预付款，以及收到桂

城水厂拆迁补偿款和其他

政府补助款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

86,834.92 66,459.67 20,375.25 30.66%

供水整合后购置供水管网

增加及各工程项目投入增

加

吸收投资所收

到的现金

85,532.10 7,870.00 77,662.10 986.81%

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以及

供水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注资

子公司吸收少

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12,083.33 7,870.00 4,213.33 53.54%

收到大沥及樵南水务公司

少数股东注资

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

142,645.00 43,400.00 99,245.00 228.68% 借款增加

偿还债务所支

付的现金

93,975.61 12,533.41 81,442.20 649.80% 还款增加

分配股利或偿

付利息所支付

的现金

39,299.07 16,356.36 22,942.71 140.27%

合并创冠中国增加的利息

支付，以及分配股利和利息

支付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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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

同业

竞争

南海控股

在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两年内，在符合国有

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积极行使股东

权力，促使燃气有限公司依法处置所持瑞兴公司

60%的股权（如未来瑞兴公司股权发生变动，则

燃气有限公司应确保其持股比例不低于60%），

通过优先考虑将其注入瀚蓝环境等方式彻底解决

瑞兴公司与瀚蓝环境的同业竞争问题。

2014-12-25至

2016-12-24

是

尚未履

行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资产

注入

燃气有限

公司

在瀚蓝环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即购买燃气

发展30%股权所须支付的股份发行完成）后36个

月内，在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将完成将所持燃气发展公司30%股权注入瀚

蓝环境的工作。

2014-12-25至

2017-12-24

是

尚未履

行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创冠香

港、林积

灿、城建

投公司

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在中国大陆从事与瀚蓝

环境（包括瀚蓝环境的下属公司，下同）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以避免与瀚蓝环境的生产经营构成可

能的直接的或间接的业务竞争；保证将采取合法

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创冠香港拥有控制权的

企业不在中国大陆从事或参与与瀚蓝环境的生产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的业务。

本承诺函持续

有效，且不可变

更或撤销，直至

创冠香港对瀚

蓝环境不再有

重大影响为止。

否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解决

关联

交易

创冠香

港、林积

灿、城建

投公司

将善意履行作为瀚蓝环境股东的义务，充分尊重

瀚蓝环境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瀚蓝环境独立经

营、自主决策。 ）保证本人/本公司以及本人/本公

司控股或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企业或经

济组织今后原则上不与瀚蓝环境（包括瀚蓝环境

的下属公司，下同）发生关联交易。

本承诺函持续

有效，且不可变

更或撤销，直至

对瀚蓝环境不

再有重大影响

为止。

否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股份

限售

创冠香

港、林积

灿、城建

投公司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取得的瀚蓝环境股份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的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但按照各

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者赠送的

股份除外，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

规定执行。

2014-12-25至

2017-12-24

是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创冠香港

创冠中国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实现的

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844.23万元、10,504.69万元

和16,379.95万元。

2014-2016年

度

是 是

与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

承诺

盈利

预测

及补

偿

城建投公

司

燃气发展公司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2,966.86万元、13,

124.73万元和13,244.62万元。

2014-2016年

度

是 是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供水集团

供水集团及其子公司今后不从事与本公司构成同

业竞争的业务。

2000年12月20

日起

否 是

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股份

限售

南海控股

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得转让。

2012-08-07

至

2015-08-06

是 是

与再融资相

关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南海控股

南海控股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不开展与本

公司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

2011年9月21

日起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供水集团

自2015年7月8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票。

2015-7-8至

2016-7-7

是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南海控股

自2015年7月8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票。

2015-7-8至

201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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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铎

日期2015-10-29

� � �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600323� � � � � �编号：临2015—034

债券简称：PR发展债 债券代码：122082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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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9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8人，8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 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 （全部8票通过）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的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瀚蓝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并购贷款的议案。 （全部8票通过）

同意向招商银行佛山南海支行申请办理并购贷款，总额不超过14,000万

元，贷款期限为3年，贷款利率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5%执行。

授权经营层办理并购贷款的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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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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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拟筹划重大事项，可能涉

及非公开发行股票。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23日开市起停牌，并发布了《瀚蓝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2015-033）。

截至目前，鉴于该重大事项仍在积极讨论和论证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

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10月30日开市起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于股票继续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

日）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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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汪南东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刚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赖源棱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

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5,718,926,126.16 2,752,009,050.97 10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80,749,776.25 1,248,442,785.36 114.7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29,466,635.83 150.26% 2,844,732,394.26 11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584,255.54 246.93% 17,649,056.09 19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193,467.26 351.85% 13,008,704.84 193.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56,844,249.36 919.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200.00% 0.03 2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200.00% 0.03 2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6% 1.59% 1.30% 2.7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1,074,661.9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56,60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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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8,45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5,577.77

减：所得税影响额 768,191.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6,752.58

合计 4,640,351.2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

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79,063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汪南东 24.70% 217,367,200 200,637,500 质押 200,000,000

陈国狮 5.59% 49,232,512 49,232,512

赣州市科智为投

资有限公司

4.88% 42,985,313 42,985,313

赣州市联恒伟业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3.26% 28,656,875 28,656,875

吴捷 2.98% 26,185,200 19,638,900

江门市华辉四方

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87% 25,285,579 25,285,579

吕兆民 2.04% 17,967,000 13,475,250

招商财富－招商

银行－硅谷天堂2

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1.58% 13,913,043 13,913,043

伍杏媛 1.15% 10,149,300 7,611,974

国机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0.99% 8,695,652 8,695,652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汪南东 16,72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29,7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4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7,441,800

吴捷 6,546,300 人民币普通股 6,546,300

吕兆民 4,491,750 人民币普通股 4,491,7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

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

2,814,695 人民币普通股 2,814,695

伍杏媛 2,537,326 人民币普通股 2,537,326

叶健华 2,379,250 人民币普通股 2,379,2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中证淘金大数据100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57,001 人民币普通股 2,257,001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22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0,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2,22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2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汪南东、吴捷、吕兆民、伍杏媛、叶健华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

形，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

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

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公司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13,047.72万元，增幅286.42%,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3、公司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60,443.79万元，增幅116.8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4、公司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116.70万元，增幅100%,主要原因是定期存款增加，导致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5、公司存货较期初增加32,796.84万元，增幅85.64%,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6、公司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9,566.08万元，增幅526.79%,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理财产品所致；

7、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期初减少415.13万元，下降100%,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股权

所致；

8、公司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5,878.49万元，增幅172.01%,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9、公司商誉较期初增加98,389.48万元，增幅30029.54%,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购买成本大于被

购买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所形成；

10、公司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1,903.65万元，增幅67.9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11、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加722.78万元，增幅136.2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12、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2,014.80万元，增幅287.17%,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13、公司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59,970.70万元，增幅3508.63%,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14、公司应付账款较期初增加64,941.21万元，增幅164.24%,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15、公司预收款项较期初增加5,734.86万元，增幅118.61%,主要原因是本期贸易品预收款增加所致；

16、公司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1,886.33万元，增幅37.67%,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17、公司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1,155.88万元，增幅90.4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18、公司应付股利较期初增加162.18万元，增幅225.67%,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江门安磁应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19、公司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加256.23万元，增幅183.25%,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20、公司股本较期初增加56,218.97万元，增幅176.9%,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股票并购帝晶光电所致；

21、公司资本公积较期初增加88,677.73万元，增幅115.19%,主要原因是本期发行股票并购帝晶光电，股本溢价所致；

22、公司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减少252.90万元，下降191.37%,主要原因是本期外币报表折算差增加所致；

23、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50,451.21万元，增幅112.26%,主要原因是上年年末收购中岸物流、中岸报关、中

岸船舶、江海外经，及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24、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144,741.45万元，增幅123.4%,主要原因是上年年末收购中岸物流、中岸报关、中岸

船舶、江海外经，及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合并范围增加所致；

25、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1,630.27万元，下降57.21%,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26、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852.46万元，增幅154.7%,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期末应

收账款增加所致；

27、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538.50万元，增幅88.34%,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东睦（江门）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股

权，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28、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296.35万元，增幅190.57%,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29、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246.61万元，下降33.46%,主要原因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及工益性对外捐

赠较上期减少所致；

30、报告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834.24万元，增幅250.54%,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帝晶光电，及本期

贸易及物流服务业利润增长所致；

31、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13.58万元，增幅85.22%,主要原因是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增加；

32、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0,037.71万元，增幅919.71%,主要原因是本期非同一控制下

合并帝晶光电所致；

33、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0,421.59万元，下降381.03%,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投资支

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34、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979.66万元，增幅38.89%,主要原因是本期较上期吸收投资

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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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向东方亮彩股

东曹云、刘吉文、刘鸣源、曹小林、王海霞、聚美投资购买其持有的东方亮彩

100%的股权；同时，公司进行配套融资，向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的67.14%。

该事项在报告期内进展如下：公司自 2015年9月1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并发布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并分别于2015年9月10日、9月17

日、9月24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2015年9月30日发布了

《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公告》。 截止本报告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进展正常，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和盈利预测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中，重组报告书以及相关文件正在加紧编制中。 （详阅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相关公告。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陈国狮

所持公司股票

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

转让。

2015年09月

14日

36个月 正常履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汪南东

公司董事长、

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汪南

东先生承诺自

2015年7月10

日起，未来6个

月内不会通过

二级市场减持

公司股票，且

通过二级市场

增持公司股票

不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2%。

2015年07月

09日

6个月 正常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

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744.00% 至 1,447.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3,000 至 5,5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55.5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为本期发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帝晶科技有限公

司100%股权，与2014年同期相比增加利润。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汪南东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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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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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10

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经电话确认送达。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参与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9人，其中出席现

场会议表决董事5人，通讯表决董事4人。 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2015-122

《2015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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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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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

议于 2015年10月29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彩娴女士召集并主持，全体监事经过审

议，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本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告2015-122

《2015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及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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