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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泰 禾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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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高自民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总经理王慧农

先生、总会计师赵祥智先生、财务总监刘世超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财务管理部总监李瑞先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

完整。

释 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指 本公司、公司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 深圳市国资委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指 华能国际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指 深能集团

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指 环保公司

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 指 财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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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8,685,472.75 2,853,097,708.21 -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64,150,483.44 410,594,576.83 -1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62,355,996.60 407,152,845.99 -11.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7,835,143.32 1,209,922,498.22 -14.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78 0.1554 -11.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78 0.1554 -11.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4% 2.49% 下降0.4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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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08,045,499.38 38,441,387,696.52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129,454,399.13 17,711,215,299.62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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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919.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66,598.7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266.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00,867.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592.23

合计 1,794,486.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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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36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比例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国资委 国家 47.82% 1,264,000,517 1,263,483,317

华能国际 国有法人 25.02% 661,161,106 421,161,106

广东电力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32% 8,400,000

王雪 境内自然人 0.17% 4,54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五组合

其他 0.16% 4,241,730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14% 3,763,042

睿智进取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13% 3,548,680

嘉实沪深300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13% 3,365,628

深圳市亿鑫投

资有限公司

其他 0.13% 3,323,614

郑少强 境内自然人 0.11% 3,003,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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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国际 2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0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0

王雪 4,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4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4,241,730 人民币普通股 4,241,730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763,042 人民币普通股 3,763,042

睿智进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548,680 人民币普通股 3,548,680

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3,365,628 人民币普通股 3,365,628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3,323,614 人民币普通股 3,323,614

郑少强 3,003,755 人民币普通股 3,003,755

深圳市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2,905,648 人民币普通股 2,905,6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 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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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王雪通过普通账户持有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4,540,000股，合计持有 4,540,000股；郑少强通过普通账户持有1,203�

,755股，通过信用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800,000股，合计持有3,003,7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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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营业收入、成本、利润指标同比下降，主要系售电量减少所致。

2、报告期末，预付款项比年初增长47.89%，主要系预付收购项目款增加

所致。

3、报告期末，应付利息比年初增长42.33%，主要系计提长短期债券利息

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其他综合收益比年初增长59.46%，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上升所致。

5、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144.94%，主要系购建

固定资产支出及对外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6、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上升47.07%，主要系对外借

款净额同比增加所致。

7、报告期公司所属电厂（不含环保公司）累计实现上网电量43.88亿千瓦

时，比上年同期减少16.02%。 其中：燃煤电厂32.71亿千瓦时，燃机电厂8.79亿

千瓦时，风电1.62亿千瓦时（含调试电量），光伏发电0.47亿千瓦时，水电0.30

亿千瓦时。 报告期公司所属环保公司累计处理垃圾量66.2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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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能集团、深圳

市国资委和华

能国际

如将来出现因广深公司现有主厂房等建

筑物未取得房屋产权证而被关部门罚款

或责令拆除的情形，给深圳能源所引致

的任何损失均由深能集团全额承担。 在

深能集团按计划注销后，上述可能产生

的给深圳能源带来的罚款或其他损害，

由深能集团股东深圳市国资委和华能国

际按股权比例全额承担。 详见公司2009

年5月16日披露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

收购股权和资产有关承诺履行情况及独

立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意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09-029）

2009年4月29

日

长期

履行中。

报告期内未出

现因广深公司

现有主厂房等

建筑物未取得

房屋产权证而

被有关部门罚

款或责令拆除

的情形。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深圳市国资委

和华能国际

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详见公司2013年

2月6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发吸收合并

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方承

诺情况的公告》编号2013-009）

2012年9月27

日

2013年2月8日

-2016年2月7

日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详见

公司2013年2月6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

发吸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

司相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编号

2013-009）

2012年9月27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详见公司

2013年2月6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发吸

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相

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编号2013-009）

2012年9月27

日

长期 履行中

深圳市国资委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详见公司

2013年2月6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增发吸

收合并深圳市深能能源管理有限公司相

关方承诺情况的公告》编号2013-009）

2012年9月27

日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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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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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

券

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

股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股

票

600756

浪潮软

件

3,139,802.68 317,366 0.11% 317,366 0.11% 7,721,514.78 1,250,422.0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清

偿

股

票

600250

南纺股

份

3,925,576.90 418,505 0.16% 418,505 0.16% 4,318,971.60 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清

偿

股

票

600526

菲达环

保

2,384,287.15 293,090 0.07% 293,090 0.07% 6,207,646.20 1,820,088.9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清

偿

股

票

600721 百花村 1,196,514.40 77,095 0.03% 77,095 0.03% 1,134,067.45 465,653.8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清

偿

合计 10,646,181.13 1,106,056 -- 1,106,056 -- 19,382,200.03 3,536,164.75 -- --

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持有上述股票， 为汉唐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

清算向其进行债务清偿所得。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别

最初投资成本

（元）

期初持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

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美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1,830,181.50 1,950,585 0.05% 1,950,585 0.05% 65,968,784.7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湖南江南红

箭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4,100,000.00 2,308,688 0.31% 2,308,688 0.31% 41,533,297.12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四川大通燃

气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1,250,000.00 1,540,000 0.55% 1,540,000 0.55% 12,982,200.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广东韶能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51,827,070.06 16,629,750 1.54% 16,629,750 1.54% 128,049,075.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收购

广东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11,773,968.24 811,000 0.02% 811,000 0.02% 6,682,640.0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收购

四川浪莎控

股股份有限

公司

其他 2,300,000.00 1,079,477 1.11% 1,079,477 1.11% 27,040,898.85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发起人

合计 73,081,219.80 24,319,500 -- 24,319,500 -- 282,256,895.67 0.00 -- --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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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

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民生证券

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进展

情况

证券代码：000027�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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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其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其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星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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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021,192.77 1,060,931,598.04 8.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8,403,888.17 174,992,964.47 3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49,109,758.67 173,369,647.59 43.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57,751,084.16 -9,224,834,302.7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44 0.1720 36.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44 0.1720 36.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06% 5.38%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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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23,993,875.86 62,395,452,580.47 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86,387,439.10 3,812,183,550.93 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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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6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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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2,363.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658,719.8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67,107.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59.50

合计 -10,705,870.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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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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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7.85% 588,400,795 0 质押 519,602,474

叶荔 境内自然人 10.81% 110,000,000 0 质押 110,000,00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国有法人 3.93% 40,000,000 0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

行－汇成2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44% 35,000,000 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

定购回专用账户

国有法人 2.06% 21,000,000 0

黄敏 境内自然人 1.30% 13,264,106 0

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博

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84% 8,504,641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LOF）

其他 0.69% 7,0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4% 6,507,232 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1% 5,19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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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 588,400,795 人民币普通股 588,400,795

叶荔 1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4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0

申万菱信基金－工商银行－汇成2号资产管理计划 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2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0

黄敏 13,264,106 人民币普通股 13,264,106

中国建设银行－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8,504,641 人民币普通股 8,504,64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动力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507,232 人民币普通股 6,507,232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194,642 人民币普通股 5,194,6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叶荔女士、黄敏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其森先生系一致

行动人关系；广发聚丰基金、广发聚富基金同属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产品。 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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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黄敏女士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13,264,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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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叶荔女士于2015年1月29日、1月30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000万股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93%） 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 叶荔女士办理约定购回式交易前持有公司9,

000万股股份，交易后持有11,000万股股份（详见公司2015-21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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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36.36%，主要系收回客户按揭款所致。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580.19%，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1.30

亿元，主要系东兴证券上市后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收益。

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减少85.54%，主要系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4、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期初余额增加45.34%，主要系计提未到付息日的利息所致。

5、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20.90%，主要系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6、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1,151.25%，主要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引起的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907.55万元，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减少，计提的坏账准

备相应减少所致。

8、财务费用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327.65万元，主要系计入期间费用的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9、 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197.95%， 主要系当期收到政府补助及递延收益分摊所

致。

10、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3119.11%，主要系公益性捐赠支出所致。

1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81.92%，主要系房地产项目支付地

价款减少所致。

12、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44.80%，主要系支付职工薪酬增

加所致。

13、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44.28%，主要系支付房地产项目与土地相关的契税

减少所致。

14、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48.72%，主要系支付合作方往来款

减少所致。

15、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53.84%，主要系本期新增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16、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43.29%，主要系吸收少数股东借款

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7、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发生数较上年同期增加52.42%，主要系支付借款利

息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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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泰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及相关议案（详见公司2015-07号、2015-19号公告），本次非公

开发行拟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 拟向不超过10家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28,922.64万股股份；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明细的议

案》（详见公司2015-22号公告），根据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公司

董事会决定在不改变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前提下，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明细进

行调整。 2015年2月15日，中国证监会已受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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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

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

诺

控股股东泰禾投

资

本公司将尽量避免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与股份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

不可避免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

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

行，交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

同时本公司保证股份公司能严格履行关联交易

内部决策程序，本公司不会利用关联交易损害

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5年

02月11日

长期

有效

该承诺

事项正在履

行

实际控制人黄其

森先生

本人将尽量避免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

股份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于不可避

免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

易价格将按照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同时

本人保证股份公司能严格履行关联交易内部决

策程序，本人不会利用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5年02月

11日

长期有效

该承诺事项

正在履行

控股股东泰禾投

资

1、本公司、本公司持有权益达51%以上的其他

子公司以及本公司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以下

简称“附属企业” ）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

从事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从

事的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2、本

公司、本公司目前及未来的附属企业，不会在中

国境内及/或境外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

（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

合伙、承包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

股）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协助从事或参与任

何与股份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目前及今

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活动。 3、凡本公司、本公司目前及未来的

附属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

任何可能会与股份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

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业务，本公司及附属企业

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与股份公司及其全资、控

股子公司。

2015年02月

11日

长期有效

该承诺事项

正在履行

实际控制人黄其

森先生

1、本人、本人持有权益达51%以上的其他子公

司以及本人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以下简称

“附属企业” ）目前并没有直接或间接地从事

任何与股份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从事的

主营业务存在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 2、本人、

本人目前及未来的附属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

及/或境外单独或与他人以任何形式（包括但

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合伙、承包

或租赁经营、购买上市公司股票或参股）直接

或间接从事、参与、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股份

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活

动。 3、凡本人、本人目前及未来的附属企业有

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或入股任何可能会

与股份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构

成竞争的业务，本人及附属企业会将上述商业

机会让与股份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

2015年02月

11日

长期有效

该承诺事项

正在履行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泰禾集团

公司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任意公积金以后，在

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

发展的前提下，未来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原则上应不少于未来三年实现的平均可

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

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

金使用计划提出预案。

2012年05月

30日

36个月

该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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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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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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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额

（元）

期末占该公

司股权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综合收益

（元）

会计核算科目

股份来

源

601198 东兴证券 255,500,000.00 2.80% 1,761,900,000.00 1,129,800,000.00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购买

合计 255,500,000.00 1,761,900,000.00 1,129,800,000.00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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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04

日

北京招商局大厦

北京泰禾会议室

其他 其他

证券时报、21世纪经济报

道、中国证券报、第一财经

日报、新华网、人民网、上海

证券报、每日经济新闻、福

建日报、福建电视台、海峡

都市报等。

公司董事长黄其森先生分

享自己在两会期间的观点

和建言。

2015年第一季度 公司办公室 电话沟通 其他 投资者

公司资金情况、发展战略、

经营情况等，未提供资料。

2015年第一季度

深交所互动E平

台

其他 其他 投资者

深交所互动易回答投资者

问题45人次。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其森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 �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5-45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今日收到控股股东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投资” ）提交的股权解押、质押

材料。 2014年12月4日质押给融通资本财富－宁波银行－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23,

400,000股股份中的1,95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19%）、2014年5月19日质押给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的本公司66,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6.49%）近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另外，近日泰禾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3,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4%）质押给中国中

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泰禾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3,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4%）质押给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手续。

泰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588,400,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85%，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公告日，

泰禾投资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585,602,4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7.57%。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 � � �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5-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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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卜冬梅 副董事长 因公出差 唐晓峰

贾祥玉 独立董事 出差 无

公司负责人杜克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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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763,576.26 142,389,903.06 13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054,974.81 -39,945,120.56 24.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1,987,422.14 -39,966,365.63 19.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495,472.24 -38,018,508.29 177.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6 -0.1366 45.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6 -0.1366 45.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37% -5.40%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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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6,360,998.53 2,283,191,519.88 37.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60,790,052.38 615,503,231.99 13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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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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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3,496.1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830.22

减：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42,218.58

合计 1,932,4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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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8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比例 股份状态 数量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85% 75,950,872 8,600,000 质押 65,000,000

房红梅 境内自然人 6.47% 26,064,982 26,064,982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华增

利2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4.02% 16,200,000 16,200,000

融通资本财富－工商银行－融通资本聚

盈15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0% 12,500,000 12,500,000

融通资本财富－工商银行－融通资本聚

盈14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0% 12,500,000 12,500,0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平安大华增

利3号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3.10% 12,500,000 12,500,0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83% 11,400,000 11,400,000

长安基金－海通证券－长安祥瑞3号分

级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62% 10,555,610 10,555,610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1.29% 5,214,551 0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 4,25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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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7,350,872 人民币普通股 67,350,872

天津大学实业发展总公司 5,214,551 人民币普通股 5,214,551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4,255,420 人民币普通股 4,255,42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享9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147,818 人民币普通股 4,147,818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银河添富新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3,598,964 人民币普通股 3,598,964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融福八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543,341 人民币普通股 3,543,341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陈琼兰 2,790,150 人民币普通股 2,790,15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富九号新型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2,527,408 人民币普通股 2,527,408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信北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241,331 人民币普通股 2,241,3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无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公司未知上述除控股股东外其他股东的

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陈琼兰为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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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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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5,625,283.41 38,578,891.82 -59.50% 本期应收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预付款项 14,376,404.74 8,983,437.02 60.03% 预付工程款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92,095.29 14,082,036.70 -92.24%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转至应交税金所致

在建工程 3,135,555.91 2,151,634.06 45.73% PSOD项目投资

应付税费 -23,496,126.29

-13,894,

009.59

-69.11% 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转至应交税金所致

营业收入 336,763,576.26

142,389,

903.06

136.51% 光通信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15,465,029.82

128,830,

723.42

144.87% 光通信产品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税及附加 1,675,464.57 1,060,298.29 58.02% 房地产收入增加导致营业税及附税增加

营业外收入 2,280,285.92 41,657.00 5373.96% 本期处置房屋建筑物所致

所得税费用 32,627.12 127,370.82 -74.38% 本期应交所得税额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9,495,472.24

-38,018,

508.29

177.58% 光通信产品增加导致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703,155.17 -1,769,361.25 -165.81% 本期支付以前年度购置固定资产款项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71,426,676.94 51,479,060.21 -1592.78% 本期定向增发完成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896,218,994.01 11,691,190.67 -7565.76% 公司经营活动及定向增发完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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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2014年11月17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

于2014年12月11日，收到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4]1312号）。 2015年2月，公司向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6名特定投资者发行

110,320,592股，发行价格为8.1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893,596,795.20元。 扣除本次发行相关费用18,

255,000.00元（包括承销费用、保荐费用、审计评估费用、律师费用、股票登记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875,341,795.20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110,320,592.00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765,

021,203.20元）。 上述资金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并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

（2015）010228-1号《验资报告》。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2015年3月12日。 其中鑫茂集团新增股份的锁定

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其他投资者的锁定期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

起12个月。 以上内容请详见公司2015年3月11日披露的《鑫茂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和平

支行、天津农商银行高新区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帐户，并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此外，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了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金额

为人民币1,051.50万元。

2015年3月31日，经公司六届董事会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的前提下，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4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2015年03月11日

巨潮资讯网，《鑫茂科技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

市公告书》等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置换前期

自筹资金事项

2015年03月17日

巨潮资讯网，《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的公告》及《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

资金公告》等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

项

2015年04月01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等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飞鑫茂光缆公

司浦发银行天津分行2500万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事项

2015年01月06日 巨潮资讯网，《担保公告》等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飞鑫茂光通信

公司建设银行天津和平支行3000万

流动资金提供担保事项

2015年01月24日 巨潮资讯网，《担保公告》等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长飞鑫茂光通信

公司大连银行天津分行5000万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事项

2015年02月04日 巨潮资讯网，《担保公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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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鑫茂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鑫茂科技2014非公开发

行新增股份限售承诺。

2015年03月12日 2018年3月12日止 承诺履行中

房红梅

鑫茂科技2014非公开发

行新增股份限售承诺。

2015年03月12日 2016年3月12日止 承诺履行中

天津鑫茂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

截止2015年12月31日，如

鑫茂科技未能实现天津

市贝特维奥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和天津市圣君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股权剥

离的业务整合措施，则鑫

茂集团将负责按照公允

价值收购鑫茂科技拟剥

离的上述两个公司股权。

2015年03月11日 2015年12月31日止 承诺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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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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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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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

-

-4,500 -5,919 增长 15.53%

-

-

23.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41

-

-

-0.1117 -0.2024 增长 38.69%

-

-

44.81%

业绩预告的说明

本预告报告期公司各项业务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未发生重大变化。

注： 2015年2月17日，公司因发行新股，股本变更为402,818,408股。 上述年初至下一

报告期末每股收益计算为按照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杜克荣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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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中期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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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30日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净利润 约-5000至-4500万元 -5919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0.1241至-0.1117元 -0.2024元/股

注： 2015年2月17日，公司因发行新股，股本变更为402,818,408股。 上述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每股

收益计算为按照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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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预告报告期公司各项业务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未发生重大变化。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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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2015年4月11日发布了2014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

况，公司定于2015年5月5日（星期二）下午14：35—16：30举行“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

式举行 ， 投资者可以登录 “天津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http://irm.p5w.

net/dqhd/tianjin/）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人员有：总经理胡辉、副总经理（主管财务）胡茜、财务总

监田霞、董事会秘书韩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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