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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视 传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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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9,240,130,141.77 9,360,820,278.36 9,360,820,278.36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179,524,888.78 5,044,160,740.53 5,044,160,740.53 2.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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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3,388.90 100,907,026.90 100,907,026.90 -94.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518,108,235.38 520,385,378.03 520,385,378.03 -0.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5,311,275.91 146,912,227.93 146,912,227.93 -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4,616,083.78 134,223,921.06 134,223,921.06 0.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5 3.37 3.37 减少0.7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22 0.1001 0.1001 -7.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1 0.1001 0.1001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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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24,8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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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9,23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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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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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695,1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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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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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电视台 586,601,932 39.96% 0 无 国有法人

长春广播电视台 74,159,430 5.05% 0 无 国有法人

敦化广播电视台 55,180,064 3.76% 0 质押 25,000,000 国有法人

延吉广播电视台 35,326,568 2.41% 0 质押 33,640,000 国有法人

吉林市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21,257,192 1.45% 0 质押 20,760,000 国有法人

桦甸广播电视台 18,813,109 1.28% 0 无 国有法人

榆树广播电视台 16,355,687 1.11% 0 质押 8,185,687 国有法人

辉南广播电视台 15,697,907 1.07% 0 无 国有法人

乾安广播电视台 15,637,906 1.07%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转持三户

15,067,500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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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601,932 人民币普通股 586,601,932

长春广播电视台 74,159,430 人民币普通股 74,159,430

敦化广播电视台 55,180,064 人民币普通股 55,18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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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榆树广播电视台 16,355,687 人民币普通股 16,355,687

辉南广播电视台 15,697,907 人民币普通股 15,697,907

乾安广播电视台 15,637,906 人民币普通股 15,637,90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15,06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6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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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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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3月31日 增减金额 增减

应收利息 5,554,513.12 14,473,188.89 -8,918,675.77 -61.62%

应付票据 55,201,816.00 179,841,086.00 -124,639,270.00 -69.31%

应交税费 3,391,798.70 12,140,417.11 -8,748,618.41 -72.06%

应付利息 44,518,750.00 27,969,277.78 16,549,472.22 59.17%

项目 2015年1-3月 2014年1-3月 增减金额 增减

营业税金及附加 1,938,877.80 3,132,104.02 -1,193,226.22 -38.10%

财务费用 18,269,691.16 5,257,648.61 13,012,042.55 247.49%

投资收益 12,500,000.00 1,910,306.85 10,589,693.15 554.3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5,603,388.90 100,907,026.90 -95,303,638.00 -94.45%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99,976,445.00 -132,637,148.63 532,613,593.63 401.56%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03,055.56 -1,500,000.01 -2,103,055.55 -140.20%

（1）应收利息期末比期初减少8,918,675.77元，减幅达61.62%,主要原

因系公司部分定期存款到期，兑付期初计提的利息所致。

（2）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减少124,639,270.00元，减幅达69.31%,主要

原因系公司本期部分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付所致。

（3）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减少8,748,618.41元，减幅达72.06%,主要原

因系本期公司缴纳税费，欠缴税费减少所致。

（4）应付利息本期比上期增加16,549,472.22元，增幅达59.17%,主要原

因系本期较上期融资成本增加，计提利息增加所致。

（5）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比上期减少1,193,226.22元,减幅达38.10%,

主要原因系应交增值税比上年同期小，对应的附加减少所致。

（6）财务费用本期比上期增加13,012,042.55元，增幅达247.49%,主要

原因系本期较上期融资成本增加，计提利息增加所致。

（7）投资收益本期比上期增加10,589,693.15元，增幅达554.35%,主要

原因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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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致。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期减少95,303,638.00元，减

幅达94.45%,主要原因系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而购买商

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期增加532,613,593.63元，

增幅达401.56%,主要原因系本期定期存款577,600,000.00元到期收回所致。

（1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比上期减少2,103,055.55元，减

幅达140.20%,主要原因系本期较上期融资成本增加，偿付利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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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可转债转股情况： 截止报告期末， 公司股本总数为1,467,892,859

股。 自进入转股期以来，公司共有56,000元债券转为4,630股公司股票,占可

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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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控股股东吉林电视台承诺：“自吉视传媒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吉视传媒股份，也不由吉视传媒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述股份。 ”

2.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长春广播电视台承诺：“出于对吉视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吉视传媒” ）的信心及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考虑，本单位承

诺自2014年9月18日起至2015年9月17日，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所

持有的吉视传媒股份中的4000万股，也不要求吉视传媒回购该股份。 ”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股东严格履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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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胜杰

日期:2015-04-24

证券代码：601929� � � � �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 2015-019

转债代码：113007� � � � � � �转债简称：吉视转债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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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次会议， 于2015年4月24日

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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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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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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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提出如

下审核意见：

1.�《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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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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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的财务

及经营情况。

公司监事确认《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合规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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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929� � � � � �证券简称：吉视传媒 公告编号：临2015-020

转债代码：113007� � � � � �转债简称：吉视转债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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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于2015年4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7日以送

达、传真、电话通知等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10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0人。公司监事会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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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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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公司代码：6019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吉视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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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何平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军女士及财务部部长游勇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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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53,839,887.53 849,830,905.30 -1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0,186,568.96 -79,291,464.09 增亏13.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90,636,023.87 -79,881,890.92 增亏13.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0,385,134.50 -99,242,373.00 净流出减少49.2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增亏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增亏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5% -3.31% 下降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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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93,877,164.58 6,830,931,720.10 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81,565,489.01 2,067,598,371.48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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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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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84.93

减：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69.62

合计 449,454.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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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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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9.39%

295,772,

887

0 0

重庆智全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9.32%

55,812,

563

0 质押

39,500,

000

张利明 境内自然人 0.69% 4,152,170 0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中证百

度百发策略100指

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52% 3,092,907 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华趋

势领航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3% 2,000,378 0 0

新华基金－招商银

行－新华基金锐进

11期改革创新2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2% 1,907,650 0 0

新华基金－招商银

行－新华基金锐进

11期改革创新3号

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0% 1,803,850 0 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

公司－天鹰菁英汇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4% 1,414,386 0 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量化核心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4% 1,413,019 0 0

徐蓓 境内自然人 0.22% 1,299,403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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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95,772,887 人民币普通股

295,772,

887

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55,812,563 人民币普通股

55,812,

563

张利明 4,152,170 人民币普通股 4,152,17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3,092,907 人民币普通股 3,092,90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趋势领航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00,378 人民币普通股 2,000,378

新华基金－招商银行－新华基金锐进11期改革创新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907,650 人民币普通股 1,907,650

新华基金－招商银行－新华基金锐进11期改革创新3

号资产管理计划

1,803,850 人民币普通股 1,803,85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天鹰菁英汇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414,386 人民币普通股 1,414,38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

证券投资基金

1,413,019 人民币普通股 1,413,019

徐蓓 1,299,403 人民币普通股 1,299,4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之间不符

合《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

知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及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张利明，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4,152,17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0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4,152,17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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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差异变动

幅度%

原因分析

应收票据 47,557,572.25 32,807,946.57 44.96 （1）

应收账款 30,234,185.67 6,970,882.58 333.72 （2）

预付账款 217,153,408.01 44,227,223.28 390.99 （3）

长期股权投资 3,277,475.89 1,277,475.89 156.56 （4）

应付票据 112,820,173.05 84,057,925.81 34.22 （5）

预收账款 255,605,393.59 184,943,590.60 38.21 （6）

应付职工薪酬 15,222,032.13 22,533,917.91 -32.45 （7）

应缴税费 711,058.24 3,095,588.99 -77.03 （8）

应付利息 26,625,000.00 10,650,000.00 150.00 （9）

其他应付款 15,903,671.68 23,854,148.26 -33.33 （10）

专项储备 4,971,763.75 818,077.26 507.74 （11）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差异变动

幅度%

原因分析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80,457.78 536,243.66 138.78 （1）

财务费用 44,516,949.32 21,566,390.67 106.42 （2）

资产减值损失 1,070,129.86 26,593.57 3924.02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差异变动

幅度%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385,134.50 -99,242,373.00 -49.23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057,961.52 -153,087,027.48 -74.49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572,418.26 188,351,124.98 -109.86 （3）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增加，主要系聚四氢呋喃产品销售所收取的银行

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 应收账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增加， 主要系子公司弛源化工应收货款增加所

致。

（3）预付账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增加，主要系公司预付的原料款及商贸款增加所

致。

（4）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数较年初数增加，主要系公司对参股公司重庆逸合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所致。

（5）应付票据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增加，主要系公司增加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所致。

（6）预收账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增加，主要系公司商贸业务预收款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减少，主要系公司发放的上年度清算薪酬所

致。

（8）应缴税费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减少，主要系公司支付的上年度代扣税费所致。

（9）应付利息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计提的公司债利息所致。

（10）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减少，主要系子公司弛源化工支付到期的工

程保证金及公司总部支付的风险抵押金所致。

（11）专项储备期末数较年初数大幅度增加，主要系公司提取的安全生产费用增加所

致。

2、利润表项目

（1）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加，主要系出口关税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弛源化工去年底预转固后

今年起借款利息费用化导致同比增加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增加，主要系子公司弛源化工计提的应收

款项坏账准备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主要系公司存货占用同比减

少、销售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主要系公司聚四氢呋喃项目

完工后项目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减少，主要系公司偿还银行借款同

比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一季度公司完成“一化” 、“三胺”装置年度计划检修，并于2月起恢复运行。 其中“三

胺”装置由于市场原因，检修后50%负荷运行。

通过对生产装置系统的优化调整和精心操作，公司各套装置运行平稳，保持了较好的

运行状态。 但尿素市场持续低迷，三聚氰胺市场同比进一步下滑，加上原料天然气成本高

企，公司的主要产品盈利能力不足，致使公司一季度业绩出现亏损。

（二）子公司弛源化工生产经营情况

装置运行方面，以实现装置达产达标为目标全力开展优化装置运行，一是认真组织装

置六套子系统的联运，二是强化生产组织，加强设备巡检，三是是狠抓产品质量，四是加强

成本核算工作。 市场开拓方面，积极开拓战略客户渠道，同时以多元化产品开拓专用品市

场，一季度产销率为70%。

由于聚四氢呋喃产能扩张严重，导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装置投产后运行还需要磨

合与优化。

（三）关于天然气价格调整对公司影响情况

2015年4月2日公司发布公告：根据重庆市物价局《关于理顺我市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

的通知》（渝价（2015）84号文件），公司“一化”生产用天然气按该文件规定“化肥用气不

区分存量气和增量气，保障化肥企业实际生产化肥用气量。 中石油供我市的化肥气价在现

行存量气1.30元/� m3的价格基础上提高0.20元/m3，即为1.50元/m3。 对承担冬季调峰责任

的化肥企业实行可中断气价政策，全年用气价格折让幅度不得低于0.20元/m3”执行。 公司

“二化”生产用天然气执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公司正在积极与相关方协调，并将及时

公告进展情况。 本次价格调整于4月1日起执行，对一季度业绩没有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天然气价格调整对公司影响情况的

公告》

2015年04月03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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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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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亏损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确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元） -23,000 -19,623 下降 17.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41 -0.3277 下降 17.21%

业绩预告的说明

1、聚四氢呋喃项目投产后装置运行处于优化过程中，聚四氢呋喃产品产能过剩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产品

价格持续下滑，影响公司业绩。

2、三聚氰胺产品市场持续下行影响三胺产品的盈利。

3、天然气用气价格按现行价格预计，成本略高于去年同期。

4、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5、本业绩预告根据公司的初步测算做出，如果市场情况有所变化或公司在本报告披露后发生目前

尚无法预料到的变化，将影响本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具体数据以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平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50� � � � � �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2015-023

� � � � � � � �债券代码：112122� � � � � � �债券简称：ST建峰债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时间、方式

会议通知于2015年4月17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方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5年4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到11名。

(四)会议主持人和列席人员

会议由董事长何平先生主持。

(五)会议召开的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唐学锋先生、吴虹女士增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根据唐学锋先生、吴虹女士的专业特长，董事会增补唐学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战略

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增补吴虹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950� � � � �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2015-025

债券代码： 112122� � � � � �债券简称：ST建峰债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6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亏损：23,000.00万元 亏损：19,623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841元 亏损：0.3277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本报告期业绩亏损的原因：

1、聚四氢呋喃项目投产后装置运行处于优化过程中，聚四氢呋喃产品产能

过剩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影响公司业绩。

2、三聚氰胺产品市场持续下行影响三胺产品的盈利。

3、天然气用气价格按现行价格预计，成本略高于去年同期。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根据公司的初步测算做出，如果市场情况有所变化或公司在本

报告披露后发生目前尚无法预料到的变化，将影响本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具体

数据以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50� � � � � � �证券简称：建峰化工 公告编号:201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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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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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福泉、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梅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于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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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96,108,724.10 518,711,129.48 1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959,118.71 65,324,444.06 1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63,154,591.35 61,753,761.05 2.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959,750.98 38,231,392.63 -76.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 0.16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6% 3.01%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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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7,133,678.45 3,746,437,082.59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390,106,826.05 2,317,147,707.3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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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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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6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0,147.2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49,398.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9,006.72

合计 9,804,527.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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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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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成 境外自然人 50.10%

203,210,

78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05L-FH002深

其他 2.51% 10,191,664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5% 9,126,000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25% 9,126,000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80% 7,301,970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67% 6,770,935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其他 1.07% 4,322,2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

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3,583,1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生态环境

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5% 3,430,027

深圳市佳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1% 3,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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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成 50,802,69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深 10,191,664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9,126,000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126,000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301,970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770,935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4,322,22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83,1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盛生态环境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30,027

深圳市佳威尔科技有限公司 3,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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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3月31日 增减百分比 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18000000 146000000 -87.67% 系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项目 2015年1-3月 2014年1-3月 增减百分比 原因

投资收益 4554791.46 2812003.72 61.98% 主要系联营企业分红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641878.71 5257584.08 121.43% 系母公司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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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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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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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5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1-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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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0.00% 至 30.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6,532.44 至 8,492.17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532.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产品销量随国内整车需求稳步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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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4年4月27日召开。 会议以通讯表决方

式举行，由公司董事长陈福泉先生召集和主持。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

的通知及会议文件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送达全体董

事。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加董事 9�名，实际参加董事 9�名。 会议的

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会议认为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此项决议通

过。

2015年一季度报告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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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9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

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4年4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由监事长周仪先生主持。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监事 3�名，实际参

加监事 3�名。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全文及正文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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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决议通

过。

2015年一季度报告详细内容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及《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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