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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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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高建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时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库洪刚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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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0，060，995.96 7，175，251，266.48 -0.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579，470，721.46 2，603，676，705.19 -0.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2，002，652.26 -569，620，571.90 不可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0.29 -1.74 不可比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1，386，832.98 193，154，324.07 -4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026，556.85 3，492，085.70 不可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017，948.85 2，602，766.06 不可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6 0.41 减少1.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6 0.01 不可比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6 0.01 不可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7，8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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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83.5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51.36

所得税影响额 2，652.52

合计 -8，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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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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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中茵

集团有限

公司

144,806,

801

29.96 0 质押 120,700,000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东海基

金－工商

银行－东

海基金－

鑫龙72号

资产管理

计划（第二

期）

41,998,890 8.69 41,998,89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高建荣 41266666 8.54 质押 41264600

境内

自然

人

东海基

金－工商

银行－东

海基金－

鑫龙72号

资产管理

计划（第一

期）

35,001,110 7.24 3500111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全国社保

基金五零

一组合

18,000,000 3.72 18,000,000 无

国有

法人

融通基

金－招商

银行－融

通融裕20

号特定多

个客户资

产管理计

划

18,000,000 3.72 18,0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永赢基

金－宁波

银行－永

赢基金－

中投联达

定增一期

分级资产

管理计划

18,000,000 3.72 18,0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招商财

富－招商

银行－同

泰1号特定

多个客户

资产管理

计划

18000000 3.72 18,000,000 无

境内

非国

有法

人

冯飞飞 16,490,000 3.41 质押 15000000

境内

自然

人

曹菊英 8,980,000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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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144,806,801 人民币普通股 144,806,801

高建荣 41,266,666 人民币普通股 41,266,666

冯飞飞 16,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90,000

曹菊英 8,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80,000

赵晶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饶忠明 2,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1,599,934 人民币普通股 1,599,934

朱清 1,460,773 人民币普通股 1,460,773

何国兴 1,428,457 人民币普通股 1,428,457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时节好雨19号集合资金信

托

1,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高建荣先生与冯飞飞女士系配偶关系，高建荣先生为苏州中茵集团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人。 未见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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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比年初减少34.54%，主要原因系支付工程款项导致货币资金

减少。

注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253.55%，主要原因系预付房产项目工程款所

致。

注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47.39%，主要原因系上年末计提的工资

在本期发放所致。

注4：应付利息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主要原因上年末计提的借款利息在本期支付

所致。

注5：营业收入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47.51%，主要原因为本期无新增竣工项目所致，未

能将预收帐款结转收入，导致收入减少。

注6:�营业成本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33.54%，主要是营业收入的减少导致营业成本的

减少，

注7:�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47.01%，系营业收入的减少，导致营业税

金及附加相应减少。

注8：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96.33%，主要原因系本期营业收入减少，致使利润总

额减少，导致所得税费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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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股票进入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程序，于2015年4月16日披露了《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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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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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建荣

日期:2014-04-28

中 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

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

全文。

1.2�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茵股份 600745 ST天华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年有 曹燕伟

电话 07146350569 07146350569

传真 07146353158 07146353158

电子信箱 nianyouwu@163.com cyw7681@163.com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2.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期末

增减（%）

2012年末

总资产 7,175,251,266.48 6,336,483,010.91 13.24 5,215,262,863.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03,676,705.19 855,185,147.73 204.46 801,213,552.60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2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28,222,839.35 532,781,624.49 239,995,035.54

营业收入 1,623,050,516.83 2,367,796,089.58 -31.45 1,353,074,41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892,332.56 53,837,095.13 -68.62 100,744,195.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936,265.91 13,902,270.52 -78.88 87,890,33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30 6.50 减少5.20个百分点 13.42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5 0.16 -68.75 0.31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05 0.16 -68.75 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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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0,532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10,25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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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96 144,806,801 0 质押 116,700,00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

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

划（第二期）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69 41,998,890 41,998,890 无

高建荣

境内自然

人

41,266,666 0 质押 41,264,60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

基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

划（第一期）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24 35,001,110 35,001,110 无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国有法人 3.72 18,000,000 18,000,000 无

融通基金－招商银行－融通

融裕20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

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2 18,000,000 18,000,000 无

永赢基金－宁波银行－永赢

基金－中投联达定增一期分

级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2 18,000,000 18,000,000 无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同泰1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72 18,000,000 18,000,000 无

冯飞飞

境内自然

人

3.41 16,490,000 质押 15,000,000

曹菊英

境内自然

人

1.86 8,980,00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高建荣先生与股东冯飞飞女士系配偶关系，两人均为第一大股东中

茵集团之股东，高建荣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知其它前十名股东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它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五个交易日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报告期内股份增减变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股东

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情况说

明

2.4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

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4.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

作出具体说明。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称

江苏中茵置业有限公司

连云港中茵房地产有限公司

昆山泰莱建屋有限公司

徐州中茵置业有限公司

淮安中茵置业有限公司

黄石中茵昌盛置业有限公司

苏州皇冠置业有限公司

西藏中茵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中茵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林芝中茵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昆山中茵世贸广场酒店有限公司

黄石中茵托尼洛兰博基尼酒店有限公司

苏州中茵掌易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蓬莱市玉斌矿山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苏州中茵九龙养老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期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其变化情况详见本附注“六、合并范围的变更”

和 “七、在其他主体中的权益” 。

4.4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

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说明。

证券代码：600745�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39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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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三十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4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2014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1689.23万元。 由于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公司2014年度不进行利润

分配，也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董事及高管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关于聘请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14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工作表现，公司2015年度拟续

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的审计机构。

公司拟支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度审计报酬为

100万元人民币。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关于聘请201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2014年度内控审计报酬

的议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工作表现，公司2015年度拟续

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内控审计机构。

公司拟支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4年度内控审计报酬

为20万元人民币。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201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董事高建荣、徐庆华回避表决。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召开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本次会

议的有关事项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现场会议地点：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会议室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时间：是

会议具体情况请阅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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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二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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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八届十二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4月26日以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公司《监事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公司《董事及高管人员2014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公司《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的考评报告》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公司《关于募集资金的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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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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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2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20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苏州中茵皇冠假日酒店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20日

至2015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否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

6 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

7 关于聘请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14年度审计报酬的议案 √

8

关于聘请201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2014年度内控审计报酬的

议案

√

9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10 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15年4月28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

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

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

票后， 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

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45 中茵股份 2015/5/1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

记；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帐户卡和出

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

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路远或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

式办理登记。 股东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

2、登记地点及联系方式

地 址：湖北省黄石市广会路18号（黄石托里诺·兰博基尼酒店B1层）

邮政编码：435000

联系电话：0714-6350569

联系传真：0714-6353158

联 系 人：曹燕伟

3、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15年5月18日下午17：00前与中茵股份有限

公司（湖北省黄石市广会路18号（黄石托里诺·兰博基尼酒店B1层））证券部

有关人员联系办理登记手续，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六、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5月20日召

开的贵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2014年度报告及摘要

6 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7

关于聘请2015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14年度审计报酬

的议案

8

关于聘请201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及支付2014年度内控

审计报酬的议案

9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0 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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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计

2015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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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对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如下：

一、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和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2014年度

交易金额（元）

预计2015年度交易

金额（元）

苏州新苏皇冠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

接受劳务

空置房物业管理

费和物业管理费

当地物业管理

费标准

3,705,183.56 4,000,000.00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

助

利息

按银行同等利

率

18,558,554.06 6,400,000.00

上海乔盈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托管 基本管理费

收取标准与苏

州中茵皇冠假

日酒店有限公

司相同

3,017,290.04 3,000,000.00

上海乔盈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托管 市场推广费

收取标准与苏

州中茵皇冠假

日酒店有限公

司相同

1,199,370.42 1,000,000.00

合计 26,480,398.08 14,400,000.00

2014年度预计金额与2014年度实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分析：

单位名称

交易内

容

2014年度

实际数（元）

2014年度预计数（元） 差异金额（元） 差异原因

苏州中茵

集团有限

公司

借款 18,558,554.06 8,778,766.67 9,779,787.39

主要是预计控股股东借款小于实

际控股股东借款。

二、关联方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公司名称 注册地 经营范围 企业性质

与本公司关

系

2014年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苏州中茵集团

有限公司

苏州

对房地产投资

等

有限责任

公司

控股股东 258,589.89 -4,648.64 2,320.37

苏州新苏皇冠

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苏州 物业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控股股东子

公司

5,525.48 60.30 12.26

上海乔盈酒店

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 酒店管理

有限责任

公司

控股股东孙

子公司

1,795.16 1,288.49 138.61

三、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和结算方式

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据实以货

币资金结算。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日常交易均属于正常的经常活动。 为维护公司及非

关联方股东的利益，针对上述各项持续性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都签订了

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严格按照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执行，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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