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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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祥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军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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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88,044.27 101,591,419.78 1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58,607.92 1,248,584.93 16.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0,015.67 1,519,464.53 -82.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809,364.85 11,490,823.66 -23.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1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0.21%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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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295,778.45 1,055,983,924.46 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29,509,319.67 628,050,906.0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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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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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15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973.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9,530.75

合计 1,198,59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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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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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京港投

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1.92% 74,572,308 0

香港中扬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40% 47,661,742 0

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2,710,000 0

林道冶 境内自然人 1.01% 2,367,902 0

惠州市普惠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1,632,207 0

刘繁棣 境内自然人 0.56% 1,300,000 0

吴广文 境内自然人 0.46% 1,067,400 0

刘汉 境内自然人 0.36% 830,217 0

佘琳娜 境内自然人 0.29% 680,000 0

罗小平 境内自然人 0.29% 679,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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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京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4,572,308

香港中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7,661,742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专用账户

2,710,000

林道冶 2,367,902

惠州市普惠投资有限公司 1,632,207

刘繁棣 1,300,000

吴广文 1,067,400

刘汉 830,217

佘琳娜 680,000

罗小平 679,3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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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因约定回购式证券交易而持有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2,710,000股，占公司股份比例为1.16%，截至报告日，为公司第三大股东。 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日期 股东名称 交易对方 股份数量（股） 购回期限

2014年4月25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北京兆星投资有限公

司

2,710,000 201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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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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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4年11月26日发布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该决议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部分土地及附属资产处置价值》的议案，资产处置方案为：“公司部分资产经评估后整体作

价 8600� 万元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开展科技企业孵化器项目），较账面价值增值约 3205� 万元，

预计实现资产转让收益约 1923� 万元（税前）。 后经合资双方进一步沟通协商一致同意，将上述资产

转让投资价值调整为8080.00万元，上述资产处置事项预计实现资产转让利润约1370万元（税后）。

截至目前，上述资产处置事项仍在办理相关手续中，预计延迟至2015年二季度内完成，手续完备后公

司将及时公告。 上述资产转让预计实现的收益1370万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相应延迟至2015年二季

度。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于2014年11月26日、2015年1月7日、2015年3月31日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及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发布的公告，随着上述合资项目的实施，预计未来对公司经营业务转型与多元

化发展和业绩改善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注：报告期内发生或将要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要事项，若对本报告期或以

后期间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对投资者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应当披露该重要

事项进展情况，并说明其影响和解决方案。 公司已在临时报告披露且无后续进展的，仅需披露该事项

概述，并提供临时报告披露网站的查询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资产处置事项 2014年11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资产处置事项进展 2015年01月0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资产处置事项进展 2015年03月31日 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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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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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公司承诺自股票复牌之日

（2014年12月22日）起6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2014年12月

22日

6个月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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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

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1）、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

股票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

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董事

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

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2）、公司根据《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

意公积金以后，每年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

的可分配利润的20％。（3）、

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配的前

提下，公司可以另行采取股票

股利分配的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4）、公司在每个会计年

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

分红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5）、公司分红事项

接受所有股东、独立董事和监

事的建议和监督。

2014年05月

20日

至2016年12

月31日

正在履行

香港中扬（持

股5%以上股

东）

2014年8月21日至2016年2月

21日，18个月内，自持股

23.71%减持至持股5%以下。

承诺：在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

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的

规章制度，不会出现减持违规

行为。 当减持比例达到信息披

露要求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2014年08月

21日

18个月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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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至 220.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1,480 至 1,680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24.5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以下因素成为影响业绩变动的主要因素：1、产品产销量与去年同期比较

将会实现一定幅度增长；2、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可能会出现

一定幅度波动；3、劳动力成本与期间费用将持续上升；4、募投项目投产后

现处于小规模量产到大批量生产的过渡阶段，固定费用及固定成本较高，

产能释放需要一定时间及存在一定风险；5、对参股企业乐源数字的投资

收益存在一定变动风险；6、公司合资企业惠州中京乐源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经营情况具有不确定性；7、公司资产处置事项尚在办理中，具有一定的

不确定性；以上因素的不确定性将可能影响本预告的准确性，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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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579�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京电子 公告编号：2015－026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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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的方

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通知》；2015年4月2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以

现场与通信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5名，实参会董事5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惠州中

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15年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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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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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的方

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2015年

4月26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参会监事3名；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对《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所包含

的信息能真实反映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经营财务状况；

（3）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时，未发现参与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及审议工作的公司工作人员存

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28日在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15年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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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柯少彬、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文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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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299,842.10 172,093,860.73 96.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4,699,280.67 30,158,028.25 1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4,201,447.00 29,086,622.42 17.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4,261,784.08 -18,191,191.96 -528.1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1 -5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11 -5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1.52%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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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6,977,741.25 4,493,309,540.47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53,323,490.13 3,703,298,671.46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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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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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999.98

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补助338499.99元；奉贤区财

政局补助1500元；汕头市金平

区知识产权局专利扶持补助

2000元；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补助207999.99元；潮州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知识产权扶

持金50000元；潮州市经济和

信息化局清洁生产奖励20000

元；潮州市财政局工贸科技奖

励6000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845.38

减：所得税影响额 86,439.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881.45

合计 497,83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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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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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01% 203,536,000 16,536,000 质押 131,961,900

柯少芳

境内自然

人

5.48% 39,800,000 29,850,000

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优选五号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3.03% 22,000,000 22,000,000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89% 21,000,000 21,000,000 质押 21,000,000

兴业全球基金－招商银行－兴

全添翼定增分级4号特定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89% 21,000,000 21,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

安信托－平安财富＊创赢二期

7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89% 21,000,000 21,000,000

金鹰基金－民生银行－金鹰定

增18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26% 16,390,000 16,390,00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25% 16,381,801 0

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2% 13,200,000 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弘唯基

石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4% 10,500,000 10,500,00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海南首

泰融信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1.44% 10,500,000 1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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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 187,000,000

人民币

普通股

187,000,00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6,381,801

人民币

普通股

16,381,801

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 13,200,000

人民币

普通股

13,200,000

柯少芳 9,950,000

人民币

普通股

9,950,00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9,458,366

人民币

普通股

9,458,366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5,500,050

人民币

普通股

5,500,05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医疗保健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5,500,000

人民币

普通股

5,5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国证医

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4,338,154

人民币

普通股

4,338,154

文登市森鹿制革有限公司 4,301,925

人民币

普通股

4,301,92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证

券投资基金

3,241,557

人民币

普通股

3,241,5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的柯少芳和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并与控股

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是一致行动人，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的关联

关系和一致行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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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账款本报告期末较2014年末增加41,679,689.86元，增长46.27%，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经营规模扩大,采购中药材原料款

等所预付的货款增长所致。

（2）应收利息本报告期末较2014年末减少1,117,986.31元，下降61.29%.主要是因为本期收回上期定期存款利息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较2014年末减少278,732,451.44元，下降98.12%，主要是因为本期公司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4）在建工程本报告期末较2014年末增加78,150,263.40元，增长68.12%，主要是由于公司2014年定增项目建设投入所致。

（5）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报告期末较2014年末减少4,674,195.29元，下降35.81%，主要是由于本公司资产减值准备、政府补助、内部

未实现的交易效益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减少所致。

（6）预收款项本报告期末较2014年末增加16,146,240.61元，增长34.97%，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本报告期末较2014年末增加1,062,736.65元，增长73.47%，主要是由于本期增加合并广东康爱多连锁药店有限

公司和上海太安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职工工资所致。

（8）应付股利本报告期末较2014年末增加16,905,582元，增长850.60%，主要是由于本期计提公司2014年度分红所致。

（9）营业收入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166,205,981.37元，增长96.58%，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合并广东康爱多连锁药店

有限公司和上海太安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收入及公司原有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10)营业成本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117,668,395.78元，增长116.50%，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致使营业成

本随着增长所致。

（11）销售费用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32,013,436.06元,增长273.32%，主要是由于公司广告费、市场促销费、营销人员工资等

增加以及合并广东康爱多连锁药店有限公司和上海太安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的销售费用所致。

（12）管理费用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15,773,174.77元,增长105.30%，主要是由于公司折旧，技术开发费、无形资产摊销增加

以及合并广东康爱多连锁药店有限公司和上海太安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销售费用所致。

（13）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2,711,590.60元，下降51.35%，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银行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14）资产减值损失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848,508.56元，下降77.6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回帐龄较长的货款较同

期增加所致。

（15）投资收益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1,934,715.43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收益所致。

（16）营业外收入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626,958.57元，下降49.98%，主要是由于2014年同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较多所致。

（17）营业外支出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23,354.32元，增长212.31%，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报告期对外捐赠所致。

（18）所得税费用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1,768,685.06元，增长30.76%，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9）少数股东损益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775,638.33元，下降38.52%，主要是由于公司增资宏兴集团使持股比例上升，宏兴

集团的少数股东持股比例下降所致。

（20）基本每股收益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0.06元，下降54.55%，主要是由于公司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致使公司总股本增加较

快所致。

（21）稀释每股收益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0.06元，下降54.55%，主要是由于公司非公开定向发行股票致使公司总股本增加较

快所致。

（2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163,780,774.26元，增长84.85%，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营

业收入增长收到货款所致。

（23）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280,246.19元，下降3853%，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收到

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少所致。

（24）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199,717,463.92元，增长117.72%，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健

康产业开发支出投入增加所致。

（25）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9,555,034.36元，增长112.36%，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

合并广东康爱多连锁药店有限公司和上海太安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26）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4,700,593.51元，增长36.44%，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7）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45,598,004.31元，增长218.37%，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

广告费、市场促销费、营销人员工资、电商平台费、职工工资、福利、社医保增加所致。

（2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96,070,592.12元，下降528.12%，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支付

商品采购，健康产业开发投入，相关税金，职工报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增加所致。

（29）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271,000,000.00元，增长100.00%，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理财产品

到期所致。

（30）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2,753,112.70元，增长100.00%，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银行保本理财产

品的收益所致。

（31）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13,000,000.00元，下降100.00%，主要是由于公司

本报告无此类事项的支出所致。

（3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289,240,325.74元，增长433.85%，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收

到购买理财产品的投资款所致。

（33）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增加34,218,620.00元，增长100.00%，主要是由于公司收到股权激励的募集资金

所致。

（3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126,000,000.00元，下降100.00%，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报告期没发生银行借

款所致。

（3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80,000,000.00元，下降94.67%，主要是由于2014年同期公司偿还到期银行

借款较多所致。

（3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较2014年同期减少10,866,302.48元，下降30.37%，主要是由于2014年同期公司因经

营需要向银行取得的借款较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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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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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太安堂集团有

限公司

关于与上市公

司避免和消除

同行业竞争的

承诺。

2008年03月

01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柯树泉

关于与上市公

司避免和消除

同行业竞争的

承诺。

2008年03月

01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柯少彬

关于与上市公

司避免和消除

同行业竞争的

承诺。

2008年03月

01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柯少芳

关于与上市公

司避免和消除

同行业竞争的

承诺。

2008年03月

01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广东金皮宝投

资有限公司

关于与上市公

司避免和消除

同行业竞争的

承诺。

2008年03月

01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太安堂集团有

限公司

股东股份锁定

承诺：认购的

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股份

（1,653.60万

股）从上市首

日（2014年9

月4日）起36

个月内不转

让。

2014年09月

04日

2017-09-04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广东太安堂药

业股份有限公

司

现金分红承

诺：未来至

2016年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

配的利润不少

于未来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

配利润的

30%，如无重

大投资计划或

重大现金支出

发生，公司每

年应当优先采

取现金方式分

配股利，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每

年实现可分配

利润的10%。

2012年06月

26日

2016-12-31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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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至 35.00%

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变动区间（万元）

7,468.01 至 8,065.45

2014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974.4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中成药及医药电商业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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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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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太安堂药业”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4月25日在公司麒麟园二楼会

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

议董事9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由董事柯树泉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全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与全文）》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参会董事签字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33� � � � � � � � �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2015-032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5年4月25日在公司麒麟园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

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传真、送达、电话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名，符合

召开监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由监事丁一岸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与全文)》。

根据《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与全文）》进行认真

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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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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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建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建隆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建隆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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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3月）

上年同期

（2014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人民币 千元） 14,580,630 12,112,863 2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千元） 497,427 127,890 28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人民币 千元）

360,905 86,124 319.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人民币 千元） 150,386 -2,462,429 106.11%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元/股） 0.1861 0.0480 287.71%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 元/股） 0.1848 0.0478 286.6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0.62% 1.58%

本报告期末

（2015年3月31日）

上年度末

（2014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人民币 千元） 93,345,328 87,776,181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人民币 千元） 22,838,384 22,290,314 2.4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 千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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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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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38

除同本集团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损失）

153,463

处置子公司的净损失 -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7,5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923

合计 13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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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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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LIMITED 境外法人 53.52% 1,430,320,309 0 - -

COSCO�CONTAINER�INDUSTRIES�LIMITED

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17% 432,171,843 0 - -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21,306,184 0 - -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9% 7,752,416 0 - -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019L-CT001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5% 6,711,926 0 - -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5% 6,697,165 0 - -

广州市泰奇食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4% 6,422,669 0 - -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4,905,328 0 - -

深圳崇德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6% 4,360,400 0 - -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5% 4,09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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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LIMITED 1,430,320,309 境外上市外资股 1,430,320,309

COSCO�CONTAINER�INDUSTRIES�LIMITED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

公司

432,171,843 人民币普通股 432,171,843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深 21,306,184 人民币普通股 21,306,184

博时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7,752,416 人民币普通股 7,752,416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深 6,711,926 人民币普通股 6,711,92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6,697,165 人民币普通股 6,697,165

广州市泰奇食品有限公司 6,422,669 人民币普通股 6,422,669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4,905,328 人民币普通股 4,905,328

深圳崇德动漫股份有限公司 4,360,400 人民币普通股 4,360,400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090,557 人民币普通股 4,090,5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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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第一季度，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45.81亿元（上年同期：人民币121.1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0.37%，其中集装箱业

务及海工业务均有明显提升。 集团整体业务规模上升、租赁船舶卖断等因素对本期利润产生较大正面影响。 本报告期内，本集团录得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4.97亿元（上年同期：人民币1.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8.95%。

2015年1至3月，本集团集装箱业务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64.40亿元(上年同期：人民币43.1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9.14%；干货集装

箱累计销量为36.79万TEU，比上年同期上升81.05%；冷藏箱累计销量为4.67万TEU，比上年同期上升15.88%；特种箱累计销量14.52万

台，比上年同期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一方面受原材料价格下降影响，箱价仍有所下滑，客户趁低价购箱；另一方面由于上年船公司业绩

好转，对今年预期相对正面而加大采购，导致本集团干、冷、特箱的销量均有所上升，带动一季度本集团集装箱业务的营业收入增长。

2015年第一季度，本集团道路运输车辆业务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25.76亿元(上年同期：人民币30.6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

15.82%� ；累计销售2.43万台（上年同期：2.45万台），同比小幅下降0.82%。 报告期内，本公司道路运输车辆业务在海外市场继续精耕细

作，把握住了市场机遇，北美、新兴市场同比分别增长27%和19%；在国内市场，中国实体经济投资增长放缓，中国专用车行业1-2月陡现

“寒冷” ，市场整体销量同比下降46.5%。 因此尽管本集团提前对产能布局、营销效率等进行了应对调整，销售额仍有所下滑。

2015年第一季度，受全球经济活动疲弱、能源消耗量下滑、以及石油价格处于低位而天然气价格下调还未实行等影响，本集团的能

源、化工及液态食品装备业务销量有所下降，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20.78亿元(上年同期人民币25.05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7.05%。

2015年第一季度，源于在建项目增多及海洋工程业务按完工进度确认收入的特点，本集团海洋工程业务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9.21

亿元(上年同期人民币11.10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73.06%。 第一季度，中集来福士各项目进展顺利。 2015年1月，中集来福士为挪威

North� Sea� Rigs� As公司建造的北海半潜式钻井平台“维京龙”上下船体在烟台基地成功合拢。“维京龙”是我国建造的第一座可在北

极海域作业的半潜式钻井平台。 2月，由挪威设计公司Frigstad完成概念设计和基础设计、中集来福士完成详细设计和生产设计的第七

代半潜式钻井平台D90获《World� Oil》颁发的“最佳钻井科技”奖。 3月，中集来福士建造的第8座Super� M2系列自升式钻井平台(Gulf�

Driller� III)取得ABS证书。

大幅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人民币 千元

项目

2015年3月31日

/2015年1-3月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1-3月

变动幅

度

原因

应付利息 304,459 185,780 64%

主要由于本期内融资增加导致应付

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686,502 2,452,511 50%

主要由于本期内满足营运资金需求

的融资安排所致

财务费用 86,301 46,789 84%

主要由于本期汇率变动带来的汇兑

损益变化， 以及为满足营运资金需

求的融資增加，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8,999 2,952

1,

899%

主要由于本期为应收款项计提的拨

备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损益 127,216 -390,639 133%

主要由于本期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

值变动所致

投资收益 205,123 -10,364

2,

079%

主要由于本期内融资租赁项目卖断

产生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82,427 -275,647 166%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转回已认定为中

国居民企业的境外企业预提所得税

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386 -2,462,429 106%

主要由于本期内融资租赁项目卖断

产生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5,159 -2,715,834 -39%

主要由于本期在建船舶成本支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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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27日，盈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盈亚国际” ，中国消防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码：445，“中国消防企业” ）的一

家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作为买方）、CIMC� Top� Gear� B.V.（本公司的一家间接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卖方）、中国消防企业（作为买方责任

之担保人）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香港）有限公司（“中集（香港）” ，本公司的一家直接全资附属公司，作为卖方责任之担保人）订立

收购协议。据此，盈亚国际有条件地同意购买，以及CIMC� Top� Gear� B.V.有条件地同意出售德国齐格勒消防及救援车辆（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德国齐格勒” ） 销售股份及德国齐格勒销售贷款， 代价为489,428,572港元， 并将由中国消防企业按发行价每股0.4港元向

CIMC� Top� Gear� B.V.（或其代名人）配发或发行1,223,571,430股代价股份的形式支付。 收购完成须待若干条件完成后方可作实，其

中包括香港证监会执行人员授出清洗豁免。 具体内容详见有关公告，载于2015年2月27日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以及2015

年2月2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公告

编号：[CIMC]2015-008）。

2015年2月，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中集来福士” ）与巴西Schahin集团（“Schahin” ）就尚未了结的Schahin诉

讼和仲裁达成全面和解并签署了和解协议。 就船舶建造款，截至2015年3月5日，中集来福士已依据该等和解协议及其他相关文件收回剩

余欠款本金、利息及法律费用合计约7,186万美元。 至此，中集来福士的Schahin诉讼和仲裁已基本完成，并成功追回Schahin所欠的全部

欠款和利息、费用等合计约27,274万美元，其中包括本金20,792万美元、利息5,705万美元及法律费用777万美元。 Schahin诉讼和仲裁

的完成以及上述欠款的收回预计将对本集团本年度财务状况产生正面影响。 具体内容详见有关公告， 载于2015年3月6日联交所网站

（www.hkexnews.hk），以及2015年3月7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

公司网站（www.cimc.com）（公告编号：[CIMC]2015-010）。

截至2015年3月7日，本公司关于增发H股新股预案仍由中国证监会进行审查，并须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然而，由于于2014年3

月7日举行的本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上取得的独立股东批准已于2015年3月6日起失效，因此发行事项未能如期完成。 2015年3月26日，本

公司与中远集装箱工业有限公司、Broad� Ride� Limited及Promotor� Holdings（合称“该等认购人” ）各自订立该等认购协议的第二次

修订协议。 本公司将召开2014年股东周年大会，以（其中包括）供独立股东重新考虑并酌情重新批准根据2015年一般授权向该等认购

人发行H股新股。 于适当时机，本公司亦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新的申请及补充材料，以取得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事项的批准。 具体内容详

见有关公告，载于2015年3月6日、2015年3月26日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以及2015年3月7日、2015年3月27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公告编号：[CIMC]

2015-011、[CIMC]2015-018）。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中集集团关于与中国消防企业签署收购协议的公

告

2015年02月28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hkexnews.hk

中集集团关于重大诉讼和仲裁进展的公告 2015年03月07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hkexnews.hk

中集集团关于发行H股新股近期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5年03月07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hkexnews.hk

中集集团关于修订认购协议及向关联人发行新H

股的公告

2015年03月27日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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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本公司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境内居

民不得直接购买境外股票，

因此在本方案实施后，境内

居民除持有或出售其因本公

司股票变更上市地而合法持

有的本公司H股外，不能认购

包括本公司及其他H股或其

他境外股票，其出售本公司H

股后的资金需及时被汇回境

内。 本公司承诺在境内居民

能够认购境外股票之前，不

以配股方式融资

2012年08月15日

在境内居民能

够认购境外股

票之前

履行中

本公司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承诺

（2012年-2014年）

2012年07月19日

2012年至

2014年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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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 千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期初持股

数量（千

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千

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报告期损益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

来源

A股 600030 中信证券 98,589.00 950.00 0.01% 3,994.00 0.04% 131,070.00 -1,661.00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买入

A股 600837 海通证券 20,275.00 1,650.00 0.02% 1,650.00 0.02% 38,627.00 -1,073.00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买入

A股 000776 广发证券 15,840.00 888.00 0.02% 888.00 0.02% 24,775.00 1,731.00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买入

A股 000783 长江证券 20,785.00 2,498.00 0.05% 2,498.00 0.05% 39,668.00 -2,349.00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买入

H股 06198 青岛港 185,314.00 61,851.00 1.29% 61,851.00 1.29% 186,655.00 22,708.00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买入

H股 00368

中外 运 航

运H

20,076.00 2,997.00 0.08% 2,997.00 0.08% 4,272.00 -101.00

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二 级

市 场

买入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 -- -- --

报告期已出售证券投资损益 2,299.00

合计 360,879.00 70,834.00 -- 73,878.00 -- 425,067.00 21,554.00 -- --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集团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千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

额

持股数量

（千股）

持股比

例(%)?

期末账

面值

报告期

损益

报告期

权益变

动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澳洲证券

交易所:

OEL

Otto�

Energy

13,480.00 14,000.00 1.19%

6,

668.00

- 154.00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股份收购

香港联交

所：206

TSC�

Offshore�

Group�

Limited

167,591.00 92,828.00 13.43%

187,

645.00

755.00 -

长期股权

投资

股份收购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 千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

联

关

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

品投

资类

型

衍生

品投

资初

始投

资金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金

额

计提

减值

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资金

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汇 丰 、

渣打等

银行

无 否

外 汇

远 期

合约

- 2015/4/5

2016/12/

12

15,811,059 - 13,260,325

58.06

%

104,880

汇 丰 、

渣打等

银行

无 否

外 汇

期 权

合约

- 2015/4/1

2016/8/2

4

2,803,346 - 2,700,962

11.83

%

2,241

建行 无 否

利 率

掉 期

合约

-

2009/12/

28

2018/12/

29

668,957 - 671,422 2.94% 840

合计 - -- -- 19,283,362 - 16,632,709

72.83

%

107,961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

析及控制措施说明（包括但

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

律风险等）

截至2015年3月31日，本集团持有的衍生金融工具主要有外汇远期、外汇期权及利率掉期

合同。利率掉期合同的风险和利率波动密切相关。外汇远期和外汇期权所面临的风险与汇

率市场风险以及本集团的未来外币收入现金流的确定性有关。 本集团对衍生金融工具的

控制措施主要体现在： 谨慎选择和决定新增衍生金融工具的种类和数量； 针对衍生品交

易，本集团制订了严格规范的内部审批制度及业务操作流程，明确了相关各层级的审批和

授权程序以便于控制相关风险。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

价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

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

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

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2015年1至3月，本集团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为107,961千人民币 。 集团衍生

金融工具公允价值根据外部金融机构的市场报价确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

策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

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

变化的说明

否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

及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已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并得到有效执行，因此，公司衍生

品投资风险可控。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2015年01月13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永丰金证券

公司业务结构、近期行业、主

要业务状况、投资进展，2014

年业绩情况，2015年行业展望

2015年01月22

日

烟台 实地调研 机构 摩根士丹利等

海工业务近期行业情况、主要

业务状况、投资进展，2015年

行业展望

2015年01月23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野村证券、三井住

友资产管理

公司业务结构、近期行业、主

要业务状况、投资进展，2014

年业绩情况，2015年行业展望

2015年01月26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证券QFII客

户

同上

2015年02月16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TUFTON�

OCEANIC

同上

2015年03月25

日

香港 其他 机构

证券分析师及基

金经理

2014年度报告业绩发布会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州中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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