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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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李绍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爱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张树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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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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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9,122,031.05 3,330,996,760.13 -6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57,758,542.81 610,778,307.99 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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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608,606.78 19,624,115.00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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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902,511.71 1,236,941,626.60 -6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7,363,505.51 -181,434,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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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949,860.24 -178,227,432.9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4.40 -40.66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489 -0.266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489 -0.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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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2,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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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650.00 5,344,150.00 见说明一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477,893.52 -74,755,446.9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13,102,686.97 413,102,686.97 见说明二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9,335.74 -355,974.31

合计 395,762,107.71 343,313,365.75

说明一： 主要为公司子公司金牛旭阳20万吨甲醇项目收到的中央预算内

节能资金拨款1,00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10年，每年度分摊金额100万元；金牛

旭阳甲醇余热利用项目根据《河北省财政厅、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下达2011年省级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资金的通知》（冀财建[2011]455

号），本期收到河北省财政厅关于甲醇驰放气余压利用项目的财政奖励105万

元，预计使用年限10年，每年度分摊金额10.50万元； 公司根据《沧州临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2012年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补助（启动）资金额

分配方案的通知》（港管字[2012]80号），本期收到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委会拨付的补助资金30万元。根据沧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沧州市财

政局关于印发《沧州市使用失业保险金援企稳岗实施方案》（沧人社字[2014]

177号）的通知，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收到稳定岗位补贴4,515,000.00元。

说明二：主要由于公司出售PVC资产评估增值收到股权转让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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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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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

381,262,977 56.04 0 无 0 国有法人

河北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20,687,654 3.04 0 无 0 国有法人

王胤心 4,809,100 0.7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肖立海 3,288,828 0.4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薇淇 3,001,300 0.4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道来 2,549,3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海波 2,000,0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来福 1,920,071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甦荣 1,571,241 0.2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姜燕 1,501,627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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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81,262,977 人民币普通股 381,262,977

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687,654 人民币普通股 20,687,654

王胤心 4,8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9,100

肖立海 3,288,828 人民币普通股 3,288,828

王薇淇 3,001,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1,300

王道来 2,54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9,300

何海波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张来福 1,920,071 人民币普通股 1,920,071

张甦荣 1,571,241 人民币普通股 1,571,241

姜燕 1,501,627 人民币普通股 1,501,62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通过电话或上网查询等方式了解了公司前10名股东的基本情况，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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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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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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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增减比

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87,121,108.55 574,682,003.47 -32.64 主要由于本期支付40万吨PVC项目工程款

预付款项 61,970,589.14 21,759,331.46 184.8

主要由于子公司金牛旭阳预付的购买原材料款

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 354,673,497.26 1,058,679,619.98 -66.5

主要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剥离PVC等相关资

产所致

在建工程 242,101,434.01 1,131,346,868.61 -78.6

主要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剥离PVC等相关资

产所致

工程物资 0 20,470,603.98 -100 主要由于转入40万吨PVC在建工程所致

无形资产 21,814,124.28 80,361,999.55 -72.86

主要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剥离PVC等相关资

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80,471.60 147,202,075.31 -98.59

主要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剥离PVC等相关资

产所致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90,000,000.00 -66.67 主要由于本期偿还部分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52,530,776.82 668,654,265.24 -92.14

主要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剥离PVC等相关负

债所致

预收款项 24,498,940.72 38,549,430.48 -36.45

主要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剥离PVC等相关负

债所致

应交税费 1,976,944.79 866,208.39 128.23

主要由于子公司河北金牛旭阳化工有限公司应

交税费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34,733,150.12 152,583,464.45 -77.24

主要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剥离PVC等相关负

债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105,000.00 847,771,666.68 -99.87

主要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剥离PVC等相关负

债所致

2、利润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45,902,511.71 1,236,941,626.60 -63.95

主要由于本期PVC�装置技术

改造和停产检修和子公司金

牛物流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405,478,908.18 1,256,033,946.47 -67.72

主要由于本期PVC�装置技术

改造和停产检修和子公司金

牛物流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0,258,066.26 17,351,490.74 -40.88

主要由于本期 PVC�装置技术

改造及停产检修和子公司金

牛物流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124,098.82 21,308,047.64 -85.34

主要上期提取的减值准备较

多所致。

投资收益 413,092,505.14 3,958,509.01 10335.56

主要由于公司出售PVC资产

评估增值所致。

营业外收入 5,388,093.08 2,596,133.17 107.54

主要由于公司本期实际收到

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74,821,439.99 5,129,382.04 1358.68

主要由于本期PVC�装置技术

改造和停产检修产生的停工

损失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37,363,505.51 -181,434,011.48 不适用

主要由于公司出售PVC资产

评估增值所致。

3、现金流量表指标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608,606.78 19,624,115.00 -470

主要由于本期销售收入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609,903.85 -239,852,181.22 不适用

主要由于本期出售子公司

聚隆化工股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562,191.99 -199,839,980.03 不适用

主要由于本期借款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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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积极扭转公司PVC业务发展导致的亏损局面，有效提升盈利能力及持

续发展能力，维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启动了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向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出售拥有的PVC类资产、负债及沧骅储运

100%股权，报告期内，金牛化工所持有标的资产的股权过户至冀中股份名下，

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手续。 在约定的期限内冀中股份向金牛化工一次性

支付完毕转让价款。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将由PVC及甲醇生产、销售变更为甲醇生

产、销售，并将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继续秉持保护公司股东利益的原则，主动

把握市场机遇，持续优化业务结构，不断提升资产质量，改善盈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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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他

承

诺

解

决关联

交易

冀中

能源集团

为保障金牛化工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就规范与金

牛化工之间的关联交易事宜，在此不可撤销地承诺如下：

1、金牛化工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交易对方。 对于

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单位及关联

方将与金牛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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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单位保证不要求或接受金牛化工在任何一项市

场公平交易中给予本单位的条件优于第三者给予的条

件。

3、若违反上述声明和保证，本单位将对相关行为给

金牛化工造成的损失向金牛化工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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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其

他

承

诺

解

决关联

交易

冀 中

能 源

为保障金牛化工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就规范与金

牛化工之间的关联交易事宜，在此不可撤销地承诺如下：

1、金牛化工有权独立、自主地选择交易对方。 对于

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单位及关联

方将与金牛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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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单位保证不要求或接受金牛化工在任何一项市

场公平交易中给予本单位的条件优于第三者给予的条

件。

3、本单位保证将依照金牛化工的公司章程参加股东

大会，平等地行使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不利用控股

股东地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金

牛化工的资金、利润，保证不损害金牛化工其他股东的合

法权益。

4、若违反上述声明和保证，本单位将对相关行为给

金牛化工造成的损失向金牛化工进行赔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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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其

他

承

诺

其

他

冀中

能源集团、

冀中能源

为保障金牛化工及其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单位就金

牛化工独立性事宜，在此不可撤销地承诺如下：

1、保证金牛化工人员独立。（1）保证金牛化工的生

产经营与行政管理（包括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等）完全

独立于本单位及本单位其他关联公司；（2）保证金牛化

工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严格按照《公司法》、金

牛化工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保证金牛化工的

高级管理人员在金牛化工专职工作，不在本单位及本单

位其他关联公司之间双重任职；（3）保证本单位推荐出

任金牛化工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都通过合法的程

序产生，本单位不干预金牛化工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经

做出的人事任免决定；

2、保证金牛化工资产独立完整。（1）保证金牛化工

具有独立完整的资产，金牛化工的资产全部能处于金牛

化工的控制之下，并为金牛化工独立拥有和运营；（2）保

证本单位及本单位之控股子公司或其他为本单位控制的

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法违规占有金牛化工的资金、资产；

3、保证金牛化工的财务独立。（1）保证金牛化工建

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2）保证金

牛化工具有规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分公司、子公

司的财务管理制度；（3）保证金牛化工保持自己独立的

银行帐户，不与本单位共用银行账户；（4）保证金牛化工

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本单位兼职和领取报酬；（5）保证

金牛化工依法独立纳税；（6）保证金牛化工能够独立作

出财务决策，本单位不干预金牛化工的资金使用调度；

4、保证金牛化工机构独立。（1）保证金牛化工的机

构设置独立于本单位，并能独立自主地运作；（2）保证金

牛化工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与本单位分开；建立健

全的组织机构体系，保证金牛化工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各

职能部门独立运作，不存在与本单位职能部门之间的从

属关系；

5、保证金牛化工业务独立。（1）保证金牛化工拥有

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金牛化工

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经营的能力；（2）保证除通过行

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金牛化工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

（3）保证本单位及本单位的控股子公司或为本单位控制

的企业不在中国境内外从事与金牛化工相竞争的业务；

（4）保证尽可能减少金牛化工与本单位及本单位关联公

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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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其

他

承

诺

解决同

业竞争

冀中能源

集团

为避免冀中能源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金牛化工之

间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形，冀中能源集团出具承诺如下：

冀中能源集团在未来三十六个月内将通过冀中能源

峰峰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河北峰煤焦化有限公司年产30

万吨甲醇生产线以作价转让、持续委托管理纳入金牛化

工，或本着对金牛化工有利的其他方式解决。

2014-4

-18

是 是

其

他

承

诺

解

决关联

交易

冀中

能源集团、

冀中能源

为进一步减少和规范与金牛化工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作为其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冀中能源集团、冀中能源

作出承诺如下：

1、冀中能源将严格按照《公司法》等现行法律法规

以及金牛化工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

2、在金牛化工股东大会对涉及关联交易进行表决

时，严格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3、杜绝一切非法占用上市公司金牛化工之资金、资

产的行为。

4、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金牛化工为冀中能源集团、

冀中能源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5、若冀中能源集团、冀中能源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金牛化工发生必要之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循市场原则

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按照金牛化工公司章程和《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审议程序、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从制度上保证金牛化工的利益不受损

害，保证不发生通过关联交易损害金牛化工及中小股东

权益的情况。

2012-1

1-2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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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重大资产重组，评估资产升值，致使投资收益大幅增加，预计年初

至下一报告期累计净利润为正。

公司名称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绍斌

日期 201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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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郭盟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长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晓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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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0,940,090.12 5,763,023,454.16 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0,747,925.05 1,411,193,870.69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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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56,504.71 -103,550,0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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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227,391.54 100,550,297.80 13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0,445,945.65 -113,198,6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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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598,236.08 -120,623,613.6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8 -5.19 减少12.5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3 -0.15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3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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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08,2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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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31,493.19 52,219,868.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64.00 506,855.77

所得税影响额 0.00 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6,260.19 -282,644.16

合计 51,164,269.00 53,152,29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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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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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81,260,000 24.60 0 质押 90,630,000 国有法人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5,088,698 4.76 286,975 冻结 5,500,000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5,268,680 0.72 0 无 0 其他

朱富丽 4,590,00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优

势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347,465 0.59 0 无 0 其他

龚维松 4,159,229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晓晖 4,000,000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葛海强 4,000,000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姚建平 3,768,335 0.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11,000 0.45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咸阳中电彩虹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81,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260,000

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5,375,673 人民币普通股 35,375,673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68,680 人民币普通股 5,268,680

朱富丽 4,5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59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优势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347,465 人民币普通股 4,347,465

龚维松 4,159,229 人民币普通股 4,159,229

王晓晖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葛海强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姚建平 3,768,335 人民币普通股 3,768,335

浙江如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11,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1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彩虹集团公司系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彩

虹集团公司和彩虹集团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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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货币资金 208,292,451.33 50,120,090.13 315.59

存货 171,235,050.06 88,264,174.80 94.00

短期借款 600,000,000.00 357,998,437.71 67.60

其他应付款 1,945,301,990.70 1,023,313,337.84 90.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67,228,752.00 914,553,760.00 -37.98

本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本期新增借款所致。

本报告期末存货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本期子公司转固生产线体数量增多，产量增加所致。

本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本期新增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本报告期末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增加主要是本期新增彩虹集团及中电彩虹借款所致。

本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主要是本期部分贷款到期归还所致。

（2）报告期公司利润构成变动情况的说明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232,227,391.54 100,550,297.80 130.96

营业成本 276,347,018.52 119,584,722.08 131.09

销售费用 31,599,965.58 14,767,722.67 113.98

财务费用 144,019,116.28 55,343,413.37 160.23

营业外收入 52,929,025.40 10,503,694.07 403.91

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G6玻璃基板产品销量增加；本期公司控股子公司

电子玻璃公司新增铂金销售，导致本期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销售数量增加，产品三包损失及样品费用相应增加。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本期部分生产线体贷款利息损益化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本期基板玻璃销售数量增加、收入增长，但是由于产品价格下滑，使得毛利率下降。 同时，期间费用

总额同比大幅增加，尤其是财务费用增幅超过收入增幅，导致利润总额大幅下降。

（3）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1-9月）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156,504.71 -103,550,092.91 7.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578,495.69 -144,921,846.86 -151.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8,811,421.17 -213,099,378.96 390.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商品及接受劳务收入的现金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所

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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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8日起停牌。公

司分别于2015年8月18日、8月25日、9月1日、9月10日、9月17日、9月24日、9月29日、10月1日、10月15日

披露了相关停牌及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极力推进各项工作，并将尽快确定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最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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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披露的

内容， 以及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声明的公告》（临2015-019号）、《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临2015-020号）、《关于股东承诺事项的公告》（临2015-022号），上述承诺事项仍在持续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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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盟权

日期 2015-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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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高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庆明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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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657,852.61 993,195,678.72 993,195,678.72 -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9,390,487.69 721,785,999.44 721,785,999.44 -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1.593 1.644 1.644 -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1-9月）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91,325.68 -163,008,597.21 -163,008,597.21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0.04 -0.37 -0.3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1-9月） （1-9月）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2,273,673.23 128,023,644.93 128,023,644.93 -7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41,939.15 3,234,274.06 2,815,334.17 -70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25,533.73 3,208,635.33 2,789,695.44 -755.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1 0.453 0.426

减少3.204��������个

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 0.007 0.006 -7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 0.007 0.006 -74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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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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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000.00 167,000.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92,657.68 1,297,80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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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59,889.05

所得税影响额 -3,095.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700.00 -50,408.19

合计 442,951.35 1,483,5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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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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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罗衡机电工程

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87,802,438 20 0 质押 87,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海口金海岸罗顿国

际旅业发展有限公

司（清算组）

21,329,736 4.8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德稻教育投资

有限公司

20,720,000 4.72 0 质押 20,72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海口黄金海岸技术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13,628,898 3.1 12,666,174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林少松 5,360,604 1.2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海南大宇实业有限

公司

4,304,973 0.98 4,304,973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何珠 2,999,700 0.6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杨洋 2,700,600 0.6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盛世成

长分级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699,928 0.62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敏 2,467,484 0.5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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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

有限公司

87,802,438 人民币普通股 87,802,438

海口金海岸罗顿国际旅业发

展有限公司（清算组）

21,329,736 人民币普通股 21,329,736

北京德稻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20,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20,000

林少松 5,360,604 人民币普通股 5,360,604

何珠 2,999,700 人民币普通股 2,999,700

张杨洋 2,700,6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6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699,928 人民币普通股 2,699,928

张敏 2,467,484 人民币普通股 2,467,484

赵杨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闻唯 2,1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持有本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有一户，即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罗衡机电公司"）。

（2）前10名股东中法人股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即罗衡机电公司与德稻投资公司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

外，公司未发现流通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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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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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37.50%，主要原因为支付工程投标保证金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307.54%，主要原因为工程公司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3)�长期待摊费用较期初增加39.84%，主要原因为摊销酒店装修所致。

（4）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100.00%，主要原因为归还借款所致。

（5）预收账款较期初增加229.48%，主要原因为工程公司收到工程款项增加所致。

（6）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74.79%，主要原因为工程收入减少所致。

（7）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69.02%，主要原因为工程成本减少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65.76%，主要原因为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9）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33.72%，主要原因为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10）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97.70%，主要原因为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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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因拟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26日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初

步确定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并与有关各方就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进行了

商讨和论证，同时就博鳌土地后续开发向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了咨询；公司财务部对拟非公开发行股票

可募集资金总额进行了初步测算。 同时公司严格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因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该笔资金拟投向的博鳌土地后续开发尚需办理

相关手续，审批程序复杂，时间较长，且存在不确定性，暂不具备实施条件；且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根据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可募集资金总额较小。经审慎考虑，2015年9月7日，公

司决定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停复牌及相关事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9月8日开市起复牌。 详见公司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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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控股股东--海南罗衡机电工程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罗衡机电公司"）自2012年

11月28日起承诺：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如获得的商业机会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存在竞争情形的，赋予本公司针对该商业

机会的优先选择权或者由本公司收购构成同业竞争的相关业务和资产，以确保本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

受损害。

2、罗衡机电公司自2013年4月15日起承诺：若本公司参建的北京沙河高教园区住宅一期项目和上

海名门世家四期商业广场项目今后在合作经营上出现任何资本金的损失，罗衡机电公司愿意替本公司

弥补和承担。

3、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自2015年6月24日起承诺：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公司股

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4、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自2015年9月8日起承诺：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

5、罗衡机电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15年8月25日起承诺：（1）在未来6个月内累计增持本公司股

票的比例不低于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28%（含0.28%）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4.86%；（2）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的 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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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松

日期 2015-10-18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罗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09

公司简称：罗顿发展

公司代码：

600707

公司简称：彩虹股份

公司代码：

600722

公司简称：

*st

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