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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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理由是：鉴于公司现状。 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4� 公司负责人许佳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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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22,931.99 639,848,027.32 -78.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7,819,817.67 76,709,873.36 -6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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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5.48 -114,266,360.98 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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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4,899.62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05,711.80 218,475.23 -2,94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543,654.16 585,917.53 -1,046.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减少100.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7 0.0010 -3,17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7 0.0010 -3,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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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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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669.34 担保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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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66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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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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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19,978,070 10.49 0 质押 19,978,07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柯华勇 8,319,964 4.37 0 未知 未知

兰溪市财政局 7,831,009 4.11 0 未知 国家

黄慧珍 7,455,900 3.92 0 未知 其他

金彩珠 4,996,400 2.62 0 未知 未知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305号分层式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4,503,356 2.37 0 未知 未知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鸿禧成

长2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528,600 1.85 0 未知 未知

林韵怡 2,927,819 1.54 0 未知 未知

江璟 2,800,300 1.47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

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2,402,990 1.26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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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19,978,070 人民币普通股 19,978,070

柯华勇 8,319,964 人民币普通股 8,319,964

兰溪市财政局 7,831,009 人民币普通股 7,831,009

黄慧珍 7,455,900 人民币普通股 7,455,900

金彩珠 4,996,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96,4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

资305号分层式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4,503,356 人民币普通股 4,503,356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鸿禧成长2号伞形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528,6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8,600

林韵怡 2,927,819 人民币普通股 2,927,819

江璟 2,800,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3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

多因子精选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402,990 人民币普通股 2,40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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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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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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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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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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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佳明

日期 2015年4月28日

公司代码：6006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博元投资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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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曾昭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晓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永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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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5,652,588.35 3,639,609,910.61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73,020,820.96 587,833,710.02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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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4,542.30 -42,980,27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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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27,748.58 174,221,137.96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036,234.96 4,244,248.22 18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014,832.41 7,230,582.13 66.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03 2.04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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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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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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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4.18

合计 21,40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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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9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

比例(%)

持有有限售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数量 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

267,519,100 49.35 162,209,500 质押 267,3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将军控股有限公司 45,265,878 8.35 0 冻结 45,265,878 国有法人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

通基金－富春定增15号资

产管理计划

11,740,611 2.17 11,740,611 无 0 未知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0,158,476 1.87 10,158,476 无 0 国有法人

长信基金－宁波银行－长

信基金－天业1号资产管理

计划

10,047,619 1.85 10,047,619 无 0 未知

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6,719,322 1.24 0 无 0 国家

华安基金公司－工行－外

贸信托－恒盛定向增发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6,339,809 1.17 6,339,809 无 0 未知

昆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产品

6,033,587 1.11 6,033,587 无 0 未知

上海长江财富资产－宁波

银行－长江财富－天业2号

资产管理计划

6,028,571 1.11 6,028,571 无 0 未知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

109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4,128,946 0.76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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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05,309,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309,600

将军控股有限公司 45,265,878 人民币普通股 45,265,878

济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6,719,322 人民币普通股 6,719,322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109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128,946 人民币普通股 4,128,946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792,604 人民币普通股 3,792,604

周万沅 2,347,262 人民币普通股 2,347,262

四川信托有限公司－宏赢十二号（邦创3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35,141 人民币普通股 2,135,141

赖贞耿 1,6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1,000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富驰瑞丰1期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5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3,000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山东信托·邦创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434,259 人民币普通股 1,434,2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天业集团持有将军控股21.47%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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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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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房地产销售、出租及目前在建或在售主要项目情况

（1）目前在建或在售主要项目情况

单位：平方米

项目 公司 项目

状态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总可售面积

一季度确认

收入面积

截止报告期

已确认收入

面积

绣水如意一期

100

%

章丘市

双山镇

完工 63,443.57 80,518.52 71,167.15 70,415.82

绣水如意二期

100

%

章丘市

双山镇

完工 50,956.56 75,193.17 66,467.58 33,667.97

永安大厦 70%

济南市

泉城路

完工 5,194.30 37,077.07 34,249.60 30,371.96

天业国际

100

%

济南市

泉城路

完工 3,189.10 33,005.08 30,244.65 29,834.24

盛世龙城A区

100

%

东营市

东营区

完工 79,238.45 142,629.21 139,874.33 269.58 132,216.83

盛世龙城B区

100

%

东营市

东营区

完工 65,265.50 117,477.80 106,797.89 139.70 101,910.39

盛世龙城C区

100

%

东营市

东营区

完工 71,557.00 128,802.77 119,992.82 9,087.95 108,800.58

盛世豪庭一期

100

%

东营市

河口区

完工 40,411.00 48,931.50 47,945.00 46,278.67

盛世豪庭二期

100

%

东营市

河口区

在建 55,336.00 85,022.00 79,951.00 8,340.61

盛世豪庭三期

100

%

东营市

河口区

拟建 37,602.40 57,790.00 48,871.00 0

盛世国际

100

%

章丘市

双山镇

在建 57,711.10 255,698.39 251,653.65 0

天业中心 70%

济南市

奥体中

心

在建 32,022.00 223,656.30 203,603.05 4,442.95 18,948.98

天业盛世景苑

100

%

烟台市

福山区

拟建 38,005.00 124,815.00 98,870.00 0

合计 599,931.98 1,410,616.81 1,299,687.72 13,940.18 580,786.05

（2）房地产出租情况

业态分类 项目位置 楼面面积（m2） 出租率

一季度租金收入

（元）

单位租金（元/m2)

商铺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 9,759.84 100% 2,007,694.40 205.71

商铺 济南市市中区经二路 4,641.38 36.80% 147,090.00 31.69

商铺 济南市历下区和平路 241.20 100% 0.00 0.00

商铺 章丘市双山镇 8,200.12 100% 0.00 0.00

写字楼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 2,983.95 100% 700,019.00 234.59

幼儿园 东营市东营区 2,287.43 100% 75,000.00 32.79

合计 28,113.92 2,929,803.40

（3）房地产销售情况

单位：平方米

业态分类

一季度 期末在建 本年度可供 一季度合同 一季度合同 一季度合同平

均售价（元

/m2）

住宅 225,763.31 190,138.10 8,668.58 40,685,000.00 4,693.39

办公写字楼 101,118.38 98,903.22 1,034.04 12,250,000.00 11,846.74

商铺及购物中心 5,691.84 62,163.23 2,408.60 26,680,000.00 11,076.97

车位、储藏室 82,106.86 18,149.29 1,042.31 1,950,000.00 1,870.84

合计 414,680.39 369,353.84 13,153.53 81,56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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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600,000.00 公司应收票据结算业务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200,000.00 5,200,000.00 96.15 追加对外投资所致

应付票据 45,000,000.00 16,000,000.00 181.25 本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34,474,516.53 393,928,174.93 -40.48

公司偿还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

长期借款 818,962,000.00 628,365,782.94 30.33 取得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12,771,967.20 -85,922,843.18 汇率变动影响

（2）利润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6,203,367.34 3,662,410.78 69.38 本期广告费、业务宣传费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34,973.41 132,482.64 -73.60 上期收到政府奖励所致

营业外支出 6,436.68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928,942.97 2,976,479.65 -35.19 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036,234.96 4,244,248.22 183.59 盈利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项目重大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184,542.30 -42,980,272.85 本期支付工程及材料款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2,303,084.88 59,960,976.43 -29.45 公司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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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与山东普丰进出口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收购其持有的公司控股子

公司山东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永安房地产” ）30%股权，收购价款为人民币2.2

亿元。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

公告。

2、公司于2015年3月3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山东天

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未能完成2014年盈利承诺及补偿事项的议案》。 根据相关补偿

协议之约定，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业集团” ）需向公司以股份形式

补偿9,029,155股。 目前，股份补偿的相关工作正按照相关补偿协议之约定方式进行，公司

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设立董事会专门账户、对该等股份实

施锁定等相关业务的申请，天业集团向公司以股份形式补偿和公司对该等股份实施锁定的

相关工作正在办理中。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0,000万元，用于投向公司部分房地产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 2014年12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

知书》，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详情请见公司于《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4、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广州万维立视数码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广州万维立视” ）签署《联合经营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出资注册设立山东

万维天业现代城发展有限公司（简称“万维天业” ）共同开发莲台山片区项目。 万维天业注

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广州万维立视出资5,100万元，出资比例51%，公司出资4,900万

元，出资比例49%，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房屋出租；装饰装修，物业管理；电子、通信

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计算机技术

开发、技术服务。 目前，已完成万维天业工商登记手续。

5、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瑞蚨祥贸易有限公司（简称“瑞蚨祥贸易” ）与山东省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简称“山东国托” ）签署信托贷款合同，贷款人民币3,500万元，期限自放款日

起6个月，年利率8%，公司与山东国托签署抵押合同，以绣水如意部分房产作抵押，并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公司、曾昭秦先生分别与山东国托签署保证合同，为此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6、公司与山东国托签署信托贷款合同，贷款人民币2,500万元，年利率14%，期限自

2015年2月11日起12个月，公司与山东国托签署抵押合同，以盛世龙城项目部分房产作抵

押，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曾昭秦先生分别与山东国托签署保证

合同，为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7、公司与山东济南润丰农村合作银行济泺路支行签署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4,000

万元，年利率7.8%，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22日至2017年12月25日，公司以绣水如意项目部

分房产作抵押。

8、公司控股子公司永安房地产与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简称“威海

商行济南分行” ）签署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15,000万元，年利率11%，期限自

2015年1月9日至2016年1月9日，以天业中心项目部分在建工程作抵押，公司和天业集团分

别与威海商行济南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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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履行情况正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

年4月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天业股份2014年年度报告》

中“第五节重要事项”的“七、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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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将大幅增长，根据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增长100%左右，主要原因是公司孙公司明加尔金源公司各项生产经营

稳定，公司房地产业务稳健发展。 具体数据以公司公告的2015年半年报数据为准。

公司名称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曾昭秦

日期2015-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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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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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转增比例：每10股转增3股，即每股转增0.3股

● 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6日

● 除权除息日：2015年5月7日

● 新增股份上市日：2015年5月8日

一、通过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5年4月22日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4年年度利润

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15年4月23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4年度

2、发放范围：截至2015年5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转增方案：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2014年12月31日总股本542,065,112股

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共计转增162,619,534股。 本次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公司总股本由542,065,112股增至704,684,646股。

三、实施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5年5月6日

2、除权除息日：2015年5月7日

3、新增股份上市日：2015年5月8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2015年5月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

股东。

五、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股东持股数，按照每10股转增3股的转增比例将所转增股份直接记入公司股

东账户。 每位股东按转增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大小排序向股东依

次转增一股，直至实际转增总数与本次转增总数一致，如果尾数相同者多于余股数，则由电

脑抽签派送。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

股

转增 合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22,177,512 66,653,254 66,653,254 288,830,766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19,887,600 95,966,280 95,966,280 415,853,880

股份总额 542,065,112 162,619,534 162,619,534 704,684,646

七、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704,684,646股摊薄计算的2014

年度每股收益为0.11元/股。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1-86171188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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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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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天业集团”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天业股份2500万股股份转让给沈培今

先生，将其持有的天业股份1500万股股份转让给顾永梅女士。 本次转让的标的股份数合计

为4000万股，占天业股份总股本的7.38%。

截至目前，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受让方沈培今先生已将股份转让价款的

72.22%即人民币16,250万元支付给天业集团，顾永梅女士已将股份转让价款的72.22%即

人民币9,750万元支付给天业集团；相关标的股权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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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博元 600656

浙江凤凰、 华源制药、

*ST�源药、ST方源、ST�

博元、*ST博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何进

电话 0756-2660313

传真 0756-2660878

电子信箱 sh60065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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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24,465,228.34 306,297,945.18 607,255,277.94 -59.36 195,002,922.42 592,326,724.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1,614,105.87 -285,760,899.46 76,491,398.13 473.59 -330,414,515.49 64,369,115.52

2014年

2013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201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389,888.65 124,361,463.30 124,361,463.30 -13,738,602.64 -13,738,602.64

营业收入 48,662,589.16 155,443,283.40 253,509,950.05 -68.69 163,694,937.84 191,224,85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8,853,206.41 16,963,727.89 12,122,282.61 -682.73 14,468,801.66 18,241,78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035,275.94 3,138,284.43 -1,394,424.34 -3,223.85 1,123,711.50 4,896,693.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5193 0.0891 0.0637 682.82 0.076 0.0958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股）

-0.5193 0.0891 0.0637 682.82 0.076 0.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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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五个交易日末的股东总数（户） 29,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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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数量

珠海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0.49 19,978,070 0 质押 19,978,070

柯华勇 未知 4.37 8,319,964 0 未知

兰溪市财政局 国家 4.11 7,831,009 0 未知

黄慧珍 未知 3.91 7,455,900 0 未知

金彩珠 未知 2.62 4,996,400 0 未知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信托·长安投资305号分层

式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未知 2.36 4,503,356 0 未知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鸿禧成长2

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未知 1.85 3,528,600 0 未知

林韵怡 未知 1.53 2,927,819 0 未知

江璟 未知 1.47 2,800,300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因子精选策

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未知 1.26 2,402,990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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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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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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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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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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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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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共4户，具体包括：

子公司名称 子公司类型 级次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珠海信实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珠海裕荣华投资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一级 100.00 100.00

深圳德棉博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50.00 66.67

珠海博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一级 80.00 80.00

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期末净资产 本期净利润

深圳德棉博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期新设

9

971

191.71

-28

808.29

珠海博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本期新设 --- ---

注:珠海博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尚未注资。

本期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子公司

名称 变更原因 处置日净资产 期初至处置日净利润

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失去控制权，权益法核算

23

093

164.90

-4

743

2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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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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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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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5年4月26日以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至全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

4月28日下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 会议由许佳明董事

长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6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报告全文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6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以5票赞成，0票反对，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内容详见2015年4月3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2014

年度报告》中的“董事会报告” 章节。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5票赞成，0票反对，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五、 以5票赞成，0票反对，4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六、以6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6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以6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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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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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5年4月26日以邮件及书面形式发出至全体监事，会议于2015年

4月28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 会议由刘冬监事长

召集并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 报告摘要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报告全文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 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01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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