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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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王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

宏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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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278,445.41 2,479,602,782.17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8,843,938.43 119,650,166.82 -84.2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30,839,963.62 -127,266,909.81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932,330,145.21 1,133,795,448.84 -17.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0,806,228.39 -163,209,018.14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490,877.58 -163,819,453.1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57 -1,136.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659 -0.916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659 -0.916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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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7,231.53 914,694.97

所得税影响额 -79,307.88 -228,673.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02.74 -1372.04

合计 237,320.91 684,64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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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3,141,624 24.2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 16,015,090 8.9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李欣立 5,000,000 2.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4,233,578 2.3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新诚1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2,130,900 1.2 0 无 0 未知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

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40,000 1.15 0 无 0 未知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耀汇金

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2期）

1,900,000 1.07 0 无 0 未知

王珏 1,740,000 0.9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喻志田?????? 1,520,000 0.8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金水 1,500,310 0.84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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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3,141,624 人民币普通股 43,141,624

深圳市琪创能贸易有限公司 16,015,090 人民币普通股 16,015,090

李欣立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4,233,578 人民币普通股 4,233,578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新诚1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13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130,900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英大1号伞形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0,0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耀汇金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2期）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王珏 1,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0,000

喻志田 1,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0,000

周金水 1,500,31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3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股东中,�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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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2793%，主要原因是公司内部的两个门店即中街商业城店和铁

百店之间调拨家电产生往来款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78%，原因是本期家电商品增加预付货款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497万，增幅为74%，主要原因是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往来

款及应收保证金的增加所致。

4、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64%，原因是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5、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1429元，减幅为100%，原因是账务调整所致。

6、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98%，原因是本期支付了应付利息。

7、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减少36%，原因是本期企业亏损所致。

8、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较年初减少84%，原因是本期企业亏损所致。

9、销售费用较同期减少31%，原因是本期保险费、仓储费及其他销售费用减少所致。

10、财务费用较同期减少31%，原因是本期归还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减少。

11、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增加569万元，增幅为3,364%，原因是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所致。

12、投资收益较同期增加175%，原因是收到盛京银行分红较同期增长所致。

13、营业利润较同期增加38%，原因是费用减少、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4、营业外支出较同期减少49万元，减幅为83%。

15、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同期减少68%，原因是本期公司固定资产报废较同期减少

所致。

16、利润总额较同期增加38%，原因是费用减少、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7、所得税费用较同期减少56%，原因是铁西百货利润减少所致。

18、净利润较同期增加39%，原因是费用减少、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19、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同期增加38%，原因是费用减少、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20、少数股东损益较同期增加88%，原因是净利润较同期增加。

21、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减少239%，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较同期减少。

2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154%，原因是本期收到盛京银行分红较

同期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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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5年9月2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2015-051号），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自2015年9月2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与相关各

方积极沟通、协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相关中介机构已经进场展开尽职

调查工作，并取得了上市公司及目标公司的部分尽职调查资料，交易双方正在积极评估本

次交易可行性。

2015年9月29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重大资产重组框架协议》，初步确定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独立第三方，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收购目标公司股权,同时配套募

集部分资金，标的资产主要从事汽车租赁行业。

2015年9月30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公告》（临

2015-055号），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30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

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

其他有关规定的要求，尽快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并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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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

背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中兆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黄

茂如先

生

1、不利用自身对商业城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

求商业城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

第三方的权利；2、不利用自身对商业城的大股东地位

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商业城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

先权利；3、不以低于（如商业城方为买方则“不以高

于” ）市场价格的条件与商业城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

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商业城及其子公司利

益的行为。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

易，将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

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

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

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若黄茂

如、中兆投资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商业城及其

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造成的一切

损失。

2014

年2月

18日

起

是 是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解

决

关

联

交

易

中兆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黄

茂如先

生

商业城出售其持有的沈阳安立置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以及辽宁物流有限公司99.94%的股权（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兆投资及

黄茂如先生作为商业城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

了减少和规范与商业城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确

保商业城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中兆投资及黄茂如

先生现承诺如下：

1、不利用自身对商业城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

响谋求商业城及其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

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2、不利用自身对商业城的大股东地位及控制性影

响谋求与商业城及其子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3、不以低于（如商业城方为买方则“不以高于” ）

市场价格的条件与商业城及其子公司进行交易，亦不

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商业城及其子公司利益的

行为。

同时，中兆投资（黄茂如）将保证商业城及其子公

司在对待将来可能产生的与中兆投资（黄茂如）的关

联交易方面，将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可能发生的关联交

易：

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

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

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

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

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

若黄茂如、中兆投资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

商业城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造成的一切损失。

是 是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其

他

中兆投

资管理

有限公

司、黄

茂如先

生

商业城拟出售其持有的沈阳安立置业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100%的股权以及辽宁物流有限公司99.94%的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完成后，作为商

业城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中兆投资及黄茂如先生承诺如下：

1、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生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

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独立于中兆投资（黄茂

如））及中兆投资（黄茂如）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2）保证上市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

人、营销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

市公司工作、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在中兆投资

（黄茂如）及中兆投资（黄茂如）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兼职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3）保证中兆投资（黄茂如）推荐出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

行，中兆投资（黄茂如）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作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2、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设置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和拥

有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在财务决策方面保持独立，中

兆投资（黄茂如）及中兆投资（黄茂如）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不干涉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3）保证上市公司保持自己独立的银行帐户，不

与中兆投资（黄茂如）及中兆投资控制的其他公司、企

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3、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

人治理结构，并与中兆投资（黄茂如）控制的其他公

司、企业机构完全分开；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中

兆投资（黄茂如）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之间在办公机

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2）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独立自主运作，中

兆投资（黄茂如）不会超越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4、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资产的独立完整；

（2）保证中兆投资（黄茂如）及中兆投资（黄茂

如）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产、

资金及其他资源。

5、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销售体系；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

员、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

产、供、销等环节不依赖于中兆投资（黄茂如）及中兆

投资（黄茂如）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

（2）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尽可能减少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中兆投资（黄茂如）及中兆投资

（黄茂如）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

易。 杜绝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并不要

求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向中兆投资（黄茂如）及中兆

投资（黄茂如）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

担保。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 的原则，与对非关联企业的交易价格保持一致，

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4）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

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上市公司的重大

决策事项，影响上市公司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

的独立性。

若黄茂如、中兆投资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

商业城及其控制的其他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造成的一切损失。

是 是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其

他

深圳茂

业商厦

有限公

司

辽宁物流控股子公司展业置地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华融北京分公司” ）、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工行辽宁分

行”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商业城” ）签订

《信贷资产转让合同》（编号：2013华融京资产字第

189号），约定工行辽宁分行将债务本金为人民币200,

000,000元的信贷资产转让给华融北京分公司，展业置

地为被转让信贷资产的债务人，商业城为转让后展业

置地对华融北京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信

贷资产的债务还款期限为24个月，自2014年1月2日起

至2016年1月1日。

根据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与商业城签订的《关

于辽宁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现茂业商

厦承诺，若展业置地不能按期履行《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项下义务，由茂业商厦代替展业置地履行《信贷资

产转让合同》项下义务，到期偿还借款本金共计200,

000,000及约定利息。

若茂业商厦违反上述承诺，导致商业城因此向华

融北京分公司承担了相应的保证责任，茂业商厦将对

商业城因此遭受的一切损失进行赔偿，包括但不限于

就商业城承担的保证责任向商业城进行全额补偿。

本承诺函为不可撤销承诺函，自签署之日生效。

若商业城本次拟出售辽宁物流99.94%的股权予茂业商

厦的交易因未获得全部有效的批准和授权及其他原因

而未能实施，则本承诺函届时自动失效。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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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营业收入呈下降趋势，负债数额较多,财务费用压力大,至下一报告期末累计净

利润可

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奇

日期2015-10-12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3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商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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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胡仲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笑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唐顺良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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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62,382,975.19 8,957,369,711.68 8,957,369,711.68 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7,231,788,035.99 7,258,055,677.22 7,258,055,677.22 -0.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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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668,621.37 418,919,267.24 403,341,421.77 4.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6,920,201,163.33 7,149,474,058.67 7,149,474,058.67 -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38,920,576.56 115,239,478.81 116,392,579.89 2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1,706,374.59 67,442,145.80 67,442,145.80 35.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1 1.56 1.57

增加0.35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7 0.064 0.064 2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7 0.064 0.064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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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0,250.55 654,9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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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98,760.00 51,340,37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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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130.09 4,966,05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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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02.46 -842,410.7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6,280,383.02 -8,858,924.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749.24 -45,846.93

合计 34,179,805.92 47,214,20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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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0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巨化集团公司 1,011,667,326 55.86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57,917,940 3.2 0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53,765,834 2.97 0 无 未知

浙江巨化投资有限公司 45,990,537 2.54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9,999,743 1.1 0 无 未知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分红

18,196,622 1 0 无 未知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904,001 0.99 0 无 未知

白玲玲 13,827,805 0.7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800,600 0.6 0 无 未知

南方基金公司－建行－中国平

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0,499,894 0.5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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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化集团公司 1,011,667,326 人民币普通股 1,011,667,32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57,917,940 人民币普通股 57,917,94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53,765,834 人民币普通股 53,765,834

浙江巨化投资有限公司 45,990,537 人民币普通股 45,990,53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9,999,743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743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 18,196,622 人民币普通股 18,196,62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7,904,001 人民币普通股 17,904,001

白玲玲 13,827,805 人民币普通股 13,827,80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800,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600

南方基金公司－建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10,499,894 人民币普通股 10,499,8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浙江巨化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巨化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

人，除此以外，巨化集团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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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 959,325.20 -100.00 期末无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利息 - 5,639,890.41 -100.00 期末无应收利息

应收账款 427,049,699.06 274,623,134.28 55.50

主要系市场竞争加剧，

公司直销占比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266,928,344.46 150,861,799.68 76.94 商贸业务增加预付款

其他流动资产 430,586,070.86 297,199,920.49 44.88 本期理财产品增加

在建工程 552,338,101.91 915,937,836.33 -39.70 本期部分在建工程完工

短期借款 588,290,308.72 429,547,000.00 36.96 本期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 299,855,792.38 134,230,000.00 123.39 本期应付票据增加

预收账款 117,196,637.56 180,054,564.71 -34.91 本期预收货款减少

应付利息 3,398,481.60 1,969,580.77 72.55 本期借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266,248.86 1,676,221.46 -84.12

期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减少

专项储备 26,686,537.90 11,179,407.66 138.71 本期计提未使用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235,773,712.87 152,755,876.22 54.35

本期外贸产品销售费用

增加

财务费用 981,348.31 17,596,726.43 -94.42

本期汇率变动及利率下

降

资产减值损失 10,576,411.24 4,662,299.95 126.85 同比坏账计提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959,325.20 -91,900.00 -943.88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转回

投资收益 27,081,148.22 45,384,157.15 -40.33

上年同期处置长期投资

资产，本期没有。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12,905,764.41 3,625,453.20 255.98 联营企业利润同比增加

营业外收入 52,612,438.63 24,725,352.94 112.79 本期补贴增加

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910,054.18 1,452,901.69 -37.36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减少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255,101.65 640,375.46 -60.16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764,854.80 -433,014.98 276.63

非全资子公司同比利润

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

金

0.00 13,230,000.00 -100.00

上期收到上海阳光世界

大厦房产转让款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

19,903,662.86 14,703,301.14 35.37

本期收到的银行理财产

品收益增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而收到的现金净额

705,145.00 1,680,050.00 -58.03 本期固定资产处置减少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

额

0.00 72,033,428.41 -100.00

上期处置上海巨腾实业

有限公司和浙江衢州巨

泰建材有限公司股权

收到的其它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4,023,991.39 147,365,601.00 -90.48

上期收回掉期外汇业务

保证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358,344,180.69 909,469,815.75 -60.60

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投入

减少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80,000.00 100,000,000.00 -49.92 本期投资减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

额

0.00 55,857,936.02 -100.00

上期收购宁波巍华化工

有限公司

支付的其它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89,257,556.93 1,418,181.82 13,245.08

本期银行理财产品投资

增加

收到的其它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82,559,255.55 0.00 100.00 本期应付票据融资款项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670,506,978.87 1,114,432,470.00 -39.83 本期归还借款同比减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249,640,731.75 393,392,094.91 -36.54

本期股利发放比去年减

少

支付的其它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35,996,000.00 0.00 100.00 本期票据保证金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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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5年7月，公司高管计划在未来的六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每位高管增持股份的数

量不少于2000股，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承诺已履行。

2、2015年9月，控股股东巨化集团公司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致行

动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

份的5%。 巨化集团公司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巨化股份股票。

截止本报告期末该项承诺尚在履行中。

3、长期承诺：控股股东巨化集团公司严格履行避免与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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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仲明

日期2015-10-12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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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丁林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贵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吴善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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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9,425,300.47 7,229,924,246.69 2.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98,720,662.64 2,850,186,034.13 -5.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222,535.80 334,314,048.90 -87.0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306,576,674.41 2,299,859,443.57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2,386,548.27 -314,497,428.02 54.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5,027,106.24 -364,276,221.76 57.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2 -9.42 增加4.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375 -0.3309 58.4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375 -0.3309 5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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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0.40 -12,87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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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0,874.00 7,804,7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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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9,607.74 3,939,60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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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1.13 1,824,831.3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659,166.95 -697,709.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8,430.58 -218,072.19

合计 4,298,304.94 12,640,5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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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3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272,039,210 28.62 0 冻结 1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4,362,200 0.46 0 无 国有法人

沈钢 2,596,900 0.27 0 无 境内自然人

阮芝兰 1,483,200 0.16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461,900 0.15 0 无 国有法人

岑月平 1,370,000 0.1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史莉 1,344,200 0.14 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执平 1,283,320 0.14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宗宝 1,203,000 0.13 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惠玲 1,088,300 0.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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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72,039,210 人民币普通股 272,039,21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3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4,362,200

沈钢 2,5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596,900

阮芝兰 1,4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3,2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46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1,900

岑月平 1,3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0,000

张史莉 1,344,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4,200

徐执平 1,283,320 人民币普通股 1,283,320

李宗宝 1,2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3,000

李惠玲 1,0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本公司前10大股东中，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公司发起人股东，其余为流通股

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是否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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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1)应收票据 47,619,796.00 35,416,077.09 34.46

2)预付账款 522,738,578.24 246,579,541.71 112.00

3)其他流动资产 13,628,243.46 100.00

4)短期借款 69,600,000.00 45,000,000.00 54.67

5)其他流动负债 54,994,751.26 104,848.00 52,351.88

6)未分配利润 123,420,582.53 265,807,130.80 -53.57

1）应收票据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药品销售收到的应收票据同比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子公司停车检修，所发生停车费用计入此科目所

致。

4）短期借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子公司向银行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5）其他流动负债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子公司预提费用增加所致。

6）未分配利润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期经营亏损所致。

3.1.2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1)销售费用 80,370,687.85 121,243,039.65 -33.71

2)资产减值损失 -41,156,710.00 100.00

3)投资收益 1,780,871.23 33,902,545.02 -94.75

4)营业外收入 12,891,371.43 7,818,303.24 64.89

5)营业外支出 1,115,903.12 3,646,365.48 -69.40

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42,386,548.27 -314,497,428.02 -54.73

1)销售费用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期产品产量减少致使输出的产品运输费用同比减少所

致。

2)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处置纸业公司股权，将计提纸业公司的长期股

权投资减值准备转销所致。

3)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上期确认贵州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金占用利息

以及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所致。

4)营业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5)营业外支出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处置部分盘亏及报废固定资产所致。

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期间费用大幅降低所致。

3.1.3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变动情况：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3,222,535.80 334,314,048.90 -87.07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9,168,672.07 521,838,583.26 -96.33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62,031,280.90 -926,474,276.24 93.30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原材料支付的现

金同比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收到贵州产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股权受让款以及收到天安药业剩余股权转让款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同比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偿还银行到期借款同比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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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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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丁林洪

日期2015-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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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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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

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13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于股票停牌之日起5个交易日（含10月12日停牌当日）内确定该重大事项并

将情况予以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三日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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