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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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薛德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明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全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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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2,559,861,089.19 2,492,350,970.92 2,492,350,970.92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1,989,973,337.26 1,892,101,394.00 1,892,101,394.00 5.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9,300,844.60 -0.28% 854,704,589.90 0.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54,698,904.29 5.62% 154,933,972.33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7,626,340.78 -5.17% 139,331,030.29 -1.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81,507,967.21 -14.8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3 5.68% 0.263 6.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3 5.68% 0.263 6.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7% -0.04% 7.93%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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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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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61,66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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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1,709.1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423,933.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3,778.7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02,899.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90.00

合计 15,602,942.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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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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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德龙 境内自然人 18.34%

107,869,

305

80,901,

977

质押

38,250,

000

张冬梅 境内自然人 6.23%

36,657,

000

27,492,750 质押

20,185,

000

薛建军 境内自然人 1.53% 9,002,500 8,150,000 质押 7,375,000

党增军 境内自然人 1.00% 5,876,500 4,407,375 质押 1,250,000

颜翠英 境内自然人 0.75% 4,391,893 0

王中营 境内自然人 0.54% 3,148,500 2,361,375

刘东平 境内自然人 0.51% 3,000,750 2,250,562

崔联委 境内自然人 0.46% 2,701,000 0

姚守通 境内自然人 0.46% 2,689,500 2,017,125 质押 1,875,000

周宪杰 境内自然人 0.45% 2,66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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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德龙 26,967,328 人民币普通股 26,967,328

张冬梅 9,164,250 人民币普通股 9,164,250

颜翠英 4,391,893 人民币普通股 4,391,893

崔联委 2,7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1,000

周宪杰 2,6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63,500

潘新喜 2,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0,000

黄全富 2,5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6,000

许九周 2,5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5,000

刘家坤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杨学民 2,1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1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控股股东薛德龙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

致行动人；(2)公司前10名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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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前10名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未知相互之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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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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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期初增加47.85%，主要是由于销售货款以票据结算增加；

（2）应收账款：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53.18%，主要是由于部分客户尚未到回款周期；

（3）预付账款：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下降43.21%，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在建工程价款结算所

致；

（4）应收利息：报告期末，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43.54%，主要原因是计提的尚未到结息期的银行理

财产品及委托贷款利息增加；

（5）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55.76%，主要是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自有资

金较期初增加；

（6）短期借款：报告期末，短期借款较期初减少93.57%，主要是由于公司偿还进出口银行到期借款

1.5亿元；

（7）应付票据：报告期末，应付票据余额为0，主要是由于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未开具新的承

兑汇票；

（8）预收款项：报告期末，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49.52%，主要原因是公司收到的部分客户的预付款

项，按时发货后结转营业收入；

（9）应交税费：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增长242.86%，主要是系本期购置固定资产减少，可抵消

的进销税相应减少导致应交税费增加所致；

（10）应付利息：报告期末，应付利息较期初增长123.21%，主要是由于公司向进出口银行贷款2亿

元；

（11）长期借款：报告期末，长期借款较期初增加2.00亿元，原因是公司向进出口银行贷款2亿元；

（12）股本：报告期末，股本较期初增长150%，是由于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配方案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

（13）资本公积：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期初减少40.41%，主要是由于实施2014年度权益分配方案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

（14）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报告期，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增长32.13%，主要系本期城市建设维

护税增加；

（15）财务费用：本报告期，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下降737.52%，主要是由于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导致

汇兑收益增加；

（16）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较去年同期减少67.81%，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回进行银行理财的现金减

少；

（17）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较去年同期减少61.65%，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理财

的资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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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深圳市灵动飞扬科技有限公司及全体股东于2015年7月29日签署《关于参股深圳市灵动飞

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意向书》,灵动飞扬拟引入公司作为其战略投资者，本次合作达成后，公司将持有

灵动飞扬不低于15%的出资份额，投资方式包括公司向灵动飞扬增资或灵动飞扬股东转让其持有的部分

出资份额。 本次签订投资意向书，有利于合作双方协同发展、资源共享，共同推动灵动飞扬前装和后装市

场的产品技术研发及市场开拓，有利于完善公司多元化战略布局，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截至报告

期末，该事项正式交易条件仍在进一步磋商中；

2、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原内配集团广西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10日收到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

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50900000133024），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原内配集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收到孟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9月9日颁

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10883000028467），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通过整体吸收合并的方式

合并全资子公司—河南省中原

内配铸造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

负债、业务和人员，吸收合并完

成后铸造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

被注销，公司将作为经营主体对

吸收的资产和业务进行管理；吸

收合并基准日为2015年7月31

日。

2015年0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拟与13名自然人共同出资

设立“中原内配集团鼎锐科技

有限公司” ，主要从事金属切削

刀具、磨具、工具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及相关产品的技术服务等。

2015年07月2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公司与深圳市灵动飞扬科技有

限公司及全体股东于2015年7

月29日签署《关于参股深圳市

灵动飞扬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

意向书》。

2015年07月30日

巨潮资讯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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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薛德龙

为避免同业竞争， 更好

的维护中小股东的利

益，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薛德龙先生

承诺： ①本人不以任何

方式从事 （包括与他人

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投资于任何业务与中

原内配相同、 类似或在

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

司、企业或其他机构；②

当本人及可控制的企业

与中原内配之间存在竞

争性同类业务时， 本人

及可控制的企业自愿放

弃同中原内配的业务竞

争。 ③本人及可控制的

企业不向其他在业务上

与中原内配相同、 类似

或构成竞争的公司、企

业或其他机构、 组织或

个人提供资金、 技术或

提供销售渠道、 客户信

息支持。

2010年07

月16日

永久

报告期内，

有效履行

其承诺。

公司

其他承诺 （股东回报规

划）：在满足现金分红条

件下， 未来三年（2012

年至2014年）公司每年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应当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20%。

2012年06

月09日

2012年至

2014年度

报告期内，

有效履行

其承诺

公司

其他承诺 （股东回报规

划）：在满足现金分红条

件下， 未来三年（2015

年至2017年）公司每年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

应当不少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20%。

2015年04

月03日

2015年至

2017年度

报告期内，

有效履行

其承诺

薛德龙

未来12个月内不通过二

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

2015年07

月11日

12个月

报告期内，

有效履行

其承诺

公司所有

持有公司

股份的董

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

人员

未来6个月内不通过二

级市场减持公司股份

2015年07

月11日

6个月

报告期内，

有效履行

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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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无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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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幅度

5.00% 至 3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9,025.96 至 23,555.95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18,119.9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北美市场稳定增长，欧洲市场、俄罗斯市场开发逐步进

入收获期； 2、全面推进精益生产，并逐步扩展到管理部

门，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实施挖潜增效；

3、主要参股子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投资收益增加；

4、强化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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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薛德龙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5-062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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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44），公司与13名自然人共

同出资设立“中原内配集团鼎锐科技有限公司” ，其中，公司出资额7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67.62%；李

杰等13名自然人出资额共计34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32.38%。

2015年10月22日，公司收到孟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5年10月16日颁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10883MA3X4B6J8F），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 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中原内配集团鼎锐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孟州市产业集聚区

法定代表人：刘东平

注册资本：壹仟零伍拾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6日

经营范围：金属切削刀具、磨具、工具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相关产品的技术推广；从事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可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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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喻月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戴正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郎少愚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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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300,697,546.16 2,322,236,033.94 -0.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1,896,248,818.31 1,862,995,920.72 1.7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433,819,

846.85

-6.52%

1,467,384,

932.38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51,503,262.64 -8.25%

182,927,

577.59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5,118,977.46 -10.32%

164,196,

629.03

-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150,262,

703.81

-8.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14.29% 0.44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14.29% 0.44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75% -0.44% 9.78%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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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8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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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743.3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180,931.51

主要为购买理财产品取得

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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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48.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2,314.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261,213.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2,439.90

合计 18,730,948.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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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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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徐家汇商

城（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0.37% 126,274,555

上海商投实业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7.99% 33,230,146

金国良 境内自然人 4.01% 16,671,202 14,003,401

上海汇鑫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20% 13,292,059

周黎明 境内自然人 1.66% 6,905,260

童光耀 境内自然人 1.51% 6,266,445 5,186,445

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4% 5,172,400

俞杏娟 境内自然人 1.20% 5,000,000

余秋雨 境内自然人 1.02% 4,256,055

杨 海 境内自然人 0.94% 3,89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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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团）有限

公司

126,274,555 人民币普通股 126,274,555

上海商投实业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

33,230,146 人民币普通股 33,230,146

上海汇鑫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13,292,059 人民币普通股 13,292,059

周黎明 6,905,260 人民币普通股 6,905,26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172,400 人民币普通股 5,172,400

俞杏娟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余秋雨 4,256,055 人民币普通股 4,256,055

杨 海 3,890,359 人民币普通股 3,890,359

刘 德 3,803,393 人民币普通股 3,803,393

孙玉婷 3,491,708 人民币普通股 3,491,7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中的俞杏娟、孙玉婷属于《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母女)，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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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

（%）

1 应收账款 13,835,041.25 22,146,135.50 -8,311,094.25 -37.53%

2 应收利息 12,688,276.12 4,777,625.42 7,910,650.70 165.58%

3 存货 30,139,017.19 23,024,853.70 7,114,163.49 30.90%

4 应付票据 9,102,255.24 36,650,912.00 -27,548,656.76 -75.16%

5 应付职工薪酬 17,681,745.09 2,333,807.40 15,347,937.69 657.64%

说明：

1、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37.53%，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应收银行信用卡金额减少。

2、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165.58%，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的应收理财产品收益金额较大。

3、存货较期初增加30.90%，主要原因是本期备货数量增加。

4、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75.16%，主要原因是本期结算方式发生改变。

5、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657.64%，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部分年终奖。

（二）利润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同期发生额 同比（金额） 同比（%）

1 财务费用

-1,151,

673.09

-827,673.10 -323,999.99 -39.15%

2 资产减值损失 34,792.70 34,792.70

3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2,446,

994.98

1,590,287.48 856,707.50 53.87%

4 营业外支出 110,325.16 72,062.75 38,262.41 53.10%

5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104,240.69 40,104.05 64,136.64 159.93%

说明：

1、财务费用较同期发生额减少39.15%，主要原因是本期存款利息增加。

2、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发生额增加34,792.70元，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存货跌价损失。

3、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较同期发生额增加53.87%，主要原因是本期确认的合营企业盈

利增加。

4、营业外支出较同期发生额增加53.10%，主要原因是本期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金额增加。

5、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较同期发生额增加159.93%，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残值金额较大。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同期发生额 同比（金额） 同比（%）

1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9,878,

198.17

14,257,

168.82

-4,378,

970.65

-30.71%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305,

610.46

-67,461,

122.69

-27,844,

487.77

-41.27%

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4,407,

586.65

-61,903,

767.48

-42,503,

819.17

-68.66%

说明：

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同期发生额减少30.71％，主要原因是本期

装修、改造项目发生额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发生额减少41.27%，主要原因是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大于流

入。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同期发生额减少68.66%，主要原因是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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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

团）有限公司;上海

商投实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金国良;

孙赓祥; 俞杏娟;孙

玉婷;上海汇鑫投资

经营有限公司

出具 《非竞争承诺

函》， 承诺自身及自

身拥有权益的控股

子公司没有也将不

会直接或间接经营

任何与本公司经营

的业务构成竞争或

可能竞争的业务；并

将采取相关方式避

免发生同业竞争。

2011年03月03

日

长期

遵守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上海徐家汇商城（集

团）有限公司;戴正

坤;金国良;王斌;王

璐;郁嘉亮

自2015年7月9日起

一年内(2015年7月9

日 至 2016 年 7 月 8

日）不减持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09

日

一年

遵守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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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1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至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百货零售业整体增速受宏

观经济影响有一定的波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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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喻月明

2015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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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魏学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勤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万华楠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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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6,117,915,449.48 5,588,659,451.33 9.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2,008,444,659.43 1,921,171,515.35 4.5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

末

年初至报告期

末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674,329,

075.16

-12.09%

2,113,137,

869.86

-1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58,801,712.11 371.77%

101,173,

896.08

9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924,838.16 2.02% 43,709,089.63 10.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89,928,399.55 -4.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1 371.25% 0.1947 9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1 371.25% 0.1947 9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5% 2.30% 5.13% 2.3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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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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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60,970.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7,311.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415,914.31

合计 57,464,806.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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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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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财政局 国家 33.00%

171,507,

840

0 质押 85,000,000

新野县供销合

作社联合社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07%

10,766,

000

0

许磊 境内自然人 1.98%

10,313,

000

0

新野县棉麻集

团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7% 8,668,800 0

蔡帆 境内自然人 0.64% 3,315,842 0

许喆 境内自然人 0.64% 3,305,000 0

彭湘波 境内自然人 0.54% 2,827,000 0

赵天叶 境内自然人 0.44% 2,288,703 0

徐亦波 境内自然人 0.43% 2,260,000 0

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33% 1,7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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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财政局 171,507,840 人民币普通股 171,507,840

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0,7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66,000

许磊 10,3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313,000

新野县棉麻集团公司 8,6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8,668,800

蔡帆 3,315,842 人民币普通股 3,315,842

许喆 3,3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5,000

彭湘波 2,827,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7,000

赵天叶 2,288,703 人民币普通股 2,288,703

徐亦波 2,2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6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1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1,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新野县财政局、新野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新野县棉麻集团公司为公司发

起人股东。 其他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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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比年初增加32.79%，主要原因是2015年度棉花收购开始，公司支付棉花款增加。

2、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145.95%，主要原因是公司今年因购买土地缴纳竞拍保证金2000万元和支

付租赁保证金1360万元。

3、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减少76.41%，主要原因是公司及子公司增值税留抵税款减少。

4、无形资产比年初增加36.88%，主要原因是老厂区一宗土地使用权证已经办妥，由其他非流动资产

转入无形资产。

5、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31.47%，主要原因是公司及子公司增加短期借款。

6、应付票据比年初增加40.86%，主要原因是公司及子公司增加应付票据。

7、应付利息比年初减少44.89%，主要原因是公司支付公司债及私募债利息。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减少43.82%，主要原因是公司归还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9、递延所得税负债、其他综合收益比年初增长92.53%，主要原因是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

允价发生变化。

10、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88.78%、82.71%和91.80%，主要原因是公司毛

利率有所提高及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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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退城入园” 工程正稳步推进，公司老厂区土地性质由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住用地事项

所涉的相关权属证书正在办理之中。 截至2015年第3季度报告披露日，已经有一宗面积为38968.22平方

米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已经取得。 公司已经着手制订详细的搬迁计划，搬迁工作将按计划逐步进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老厂区搬迁事项

2014年0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14-062�号

2014年09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14-063�号

2015年09月16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

2015-0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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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野县财

政就

不发生同

业竞

2006年11

月30日

公司存续

期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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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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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20.00% 至 4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0,132 至 11,82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8,443.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毛利率有所提高及政府补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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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按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为公司持有的股票石化油服（600871.SH）60万股。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魏学柱（签名）

201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087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2015-064

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

10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2015年10月22日上午8:30分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和通讯方式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魏学柱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出席董事

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087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

2015-065

号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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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0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于2015年10月22日上午10:00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

监事会主席陈玉怀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出席监事5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表决，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详细内容见《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和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0月22日

河 南 新 野 纺 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上海徐家汇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中 原 内 配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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