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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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王晓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张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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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683,974,543 547,124,568,845 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8,423,687,189 77,336,519,372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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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71,729,065 68,176,421,677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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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912,604,520 219,228,835,448 -3.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90,575,255 3,499,982,630 -23.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57,503,587 3,405,582,206 -21.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2 4.57 减少1.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9 0.1651 -23.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45 0.1611 -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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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45,012,773 -366,16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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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40,094 111,014,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0,779,458 392,963,295

所得税影响额 -19,101,543 -38,619,9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800,874 -66,124,662

合计 13,904,362 33,071,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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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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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3,256,987,513 62.5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33,780,610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88,488,300 1.36 0 无 0 国有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0.63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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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3,256,987,513 人民币普通股 13,256,987,51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33,780,610 人民币普通股 633,780,61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88,4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88,488,3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34,10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0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

存在关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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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5年9月30日

（百万元）

2014年12月31日@

（百万元）

变动额

（百万元）

变动幅度(%)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 13 -13 -100.00

应收票据 152 38 114 300.00

其他流动资产 3,631 ?????1,262 2,369 187.72

在建工程 84,869 57,191 27,678 48.40

应付票据 26 108 -82 -75.93

长期借款 2,251 420 1,831 435.95

应付债券 31,450 23,460 7,990 34.06

长期应付款 61 120 -59 -49.17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年1-9月@

（百万元）

2014年1-9月@(百

万元）

变动额

（百万元）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211,913 219,229 -7,316 -3.34

营业税金及附加 740 4,351 -3,611 -82.99

销售费用 22,247 31,790 -9,543 -30.02

财务费用 5,547 3,573 1,974 55.25

投资（损失）/收益 -636 256 -892 -348.44

营业外支出 659 262 397 151.53

所得税费用 2,347 3,497 -1,150 -32.89

净利润 8,085 10,499 -2,414 -22.99

其他综合收益 -530 -182 -348 -191.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1 -21,276 16,945 -79.64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较期初大幅度变动原因：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较上年末下降100.00%，主要是

由于下属子公司处置股票投资所致；

2.应收票据较上年末上涨300.00%，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客户开具的票据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上年末上涨187.72%，主要是由于预缴增值税增加所致；

4.在建工程较上年末上涨48.40%，主要是由于网络工程及通用基础设施工程增加所致；

5.应付票据较上年末下降75.93%，主要是由于应付的商业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6.长期借款较上年末上涨435.95%，主要是由于为保证公司运营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7.应付债券较上年末上涨34.06%，主要是由于2015年发行中期票据增加所致；

8.长期应付款较上年末下降49.17%，主要是由于应付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截至报告期末，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较上年同期大幅度变动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3.34%，主要是由于“营改增” 销项税及营销模式转型等因

素所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下降，但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公司营业收入中各项收入的变化

情况如下：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同比增减（%）

营业收入 211,913 219,229 -3.34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79,751 190,362 -5.57

其中:移动业务收入 109,517 121,319 -9.73

固网业务收入 69,203 68,193 1.48

2.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下降82.99%，主要是由于“营改增”后营业税金减少所

致；

3.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0.02%，主要是由于公司持续推进营销模式转型、各项销售

费用支出有较大幅度下降所致；

4.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上涨55.25%，主要是由于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5.较上年同期相比，投资收益转为投资损失，主要是由于对联营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损失

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上涨151.53%，主要是由于报废损失及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增

加所致；

7.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下降32.89%，主要是由于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公司本期实现盈

利全部用于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所致；

8.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22.99%，主要是由于“营改增”政策实施及营销模式转型等因

素所致；

9.其他综合收益较去年同期下降191.21%，主要是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

所致；

10.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约43亿，上年同期净流出约213亿，较上年同期

减少约169亿，主要是由于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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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府有关网络提速降费的相关政策，提升客户感知，自2015年10

月1日起，本公司将为手机用户提供月套餐内当月剩余流量单月不清零服务，即月套餐内当

月剩余流量可延期结转至次月底前使用。 （见本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关于流量单月不清零措施的公告》）（编号：临时2015-045）

2.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拟向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塔” ）转

让部分存量铁塔资产，获取中国铁塔发行的股份和现金作为对价；联通新时空通信有限公

司拟向中国铁塔出售其拥有的存量铁塔资产，获取相应现金对价。 上述两家公司转让的铁

塔资产的评估值合计约为6,318,474.11万元人民币。 （详见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出售通信铁塔及相关资产公告》）（编号：临时

201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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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5年7月10日发布《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减持并拟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编

号:临时2015-031）：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促进本公司持续、健康发展并维护投资者利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

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的有关精神，联通集团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自上述通知

下发之日起 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联通集团拟通过合法合规的形式择机增持本公

司股份，在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该事项

承诺正在履行。

2.公司2015年7月29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通过定向资产管理

计划首次购买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 临时2015-033）：2015年7月28日公司控股股东-

联通集团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 ）签订《中金中国联通定向资产

管理合同》及联通集团通过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首次购买本公司股份。该增持计划为：联通集

团拟在未来6个月内通过与中金签订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金额不

低于3亿元。 联通集团并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至本报告期末，该事项承诺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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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本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发布的 《关于流量单月不清零措施的公告》（编号： 临时

2015-045）所述，自2015年10月1月起，本公司手机用户月套餐内当月剩余流量（以下简称

“剩余流量” ）可延期结转至次月底前使用。上述措施将导致剩余流量相关收入递延至次月

确认，从而影响第四季度收入和盈利水平。

如本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发布的 《出售通信铁塔及相关资产公告》（编号： 临时

2015-047）所述，本公司与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塔公司” ）及相关公司签

署协议，将本公司持有的铁塔及相关资产出售给铁塔公司，交割日为2015年10月31日。交割

后本公司即向铁塔公司回租相关资产，目前相关方正在协商确定租约条款。 如果届时相关

资产的回租费用水平厘定较高，则会增加本公司运营成本，尽管部分所增加之成本可能通

过本公司对铁塔公司的投资收益返回。

公司名称：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晓初

日期： 2015-10-22

证券代码：600050�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编号：临时2015-051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份业务数据

公 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公布2015年9月份统计期间内业务发展数据表，详情

如下：

2015年9月份

一、移动业务

移动用户累计到达数 28,757.1万户

移动用户本月净增数 (28.7)万户

其中：移动宽带用户累计到达数（注1） 17,246.4万户

移动宽带用户本月净增数（注1） 480.6万户

二、固网业务

固网宽带用户累计到达数 7,169.2万户

固网宽带用户本月净增数 15.8万户

本地电话用户累计到达数 7,652.2万户

本地电话用户本月净增数 (92.5)万户

注:1.2015年9月份的所有累计到达数截至2015年9月30日24:00止。

2.2015年9月份的所有本月净增数的统计周期为2015年9月1日0:00至2015年9月30日

24:00。

3.�移动宽带用户本月净增数包含1.0万无线上网卡用户。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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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汤期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正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徐卫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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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295,303.59 1,351,218,830.99 -3.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1,723,056.56 918,607,510.37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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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68,693.94 38,412,926.36 4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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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461,701.79 666,950,282.55 -31.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123,503.92 76,683,005.11 -77.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034,235.45 67,051,626.85 -88.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8.78

减少6.9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8 -78.9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38 -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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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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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8,502.97 9,189,268.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000.00 -100,000.00

合计 688,502.97 9,089,2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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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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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87,148,012 43.02 0 无 0 国有法人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200,866 8.98 0 未知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投摩根卓越制

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74,458 1.17 0 未知 - 未知

沈志坤 1,439,722 0.71 0 未知 - 未知

张坚 1,396,637 0.69 0 未知 - 未知

张国建 1,253,100 0.62 0 未知 - 未知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

行－融通资本蒲公英12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27,563 0.61 0 未知 - 未知

周世坚 1,117,697 0.55 0 未知 - 未知

张瑶 1,079,900 0.53 0 未知 - 未知

傅利英 997,272 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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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87,148,012 人民币普通股 87,148,012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200,866 人民币普通股 18,200,86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摩根卓越

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74,458 人民币普通股 2,374,458

沈志坤 1,439,722 人民币普通股 1,439,722

张坚 1,396,637 人民币普通股 1,396,637

张国建 1,25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100

融通资本财富－兴业银行－融通资本蒲公英

12号资产管理计划

1,227,563 人民币普通股 1,227,563

周世坚 1,117,697 人民币普通股 1,117,697

张瑶 1,07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79,900

傅利英 997,272 人民币普通股 997,2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未知有关联关系，亦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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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

变动原因

（或本期金额） （或上年金额） 比率

应收账款 7,830,194.05 17,497,222.22 -55.25% 正常的鱼货销售款收回。

预收款项 9,663,773.94 2,333,280.05 314.17% 正常的鱼货预收销售款。

存货 231,707,872.65 162,062,102.31 42.97% 主要系库存商品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4,506,184.36 12,152,085.01 -62.92% 14年年终奖本期支付。 ?

营业收入 457,461,701.79 666,950,282.55 -31.41% 主要系销售量较同期减少。

营业成本 424,979,045.79 573,315,061.43 -25.87% 主要系销售量较同期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11,224,883.97 7,896,512.35 42.15% 主要是泛太食品加工鱼柳跌价。

营业外支出 100,000.00 370,504.39 -73.01%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

利润总额 17,123,442.77 76,683,005.11 -77.67% 基于上述综合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4,368,693.94 38,412,926.36 41.54%

主要系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减少，收

到补贴收入较上期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923,835.89 -29,547,538.65 -86.72% 报告期内无重大投资项目。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057,419.59 -21,066,023.52 213.57% 报告期贷款规模较同期略有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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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6月5日发布了《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详见公告临2015-011），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5日起停牌。公司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进展公告。 根据上交所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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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6月17日向上交所申请第一次延期复牌，2015年6月19日，公司发

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继续停牌公告》（详见公告临2015-013）。 2015年6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票第二次延期复牌的议案》。 公司于6月27日发布《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

牌公告》（详见公告临2015-015）。 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7月17日继续停

牌。 2015年7月4日、7月1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公告》（详见公告

临2015-017、临2015-019）。 2015年7月17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第三次延期复牌的议案》。 公司于7月18日发布了《关

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详见公告临2015-021）。 公司将根据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进展公告。 2015年9月29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第四次延期复牌的议案》，公司最晚

于2015年11月30日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并复牌。 9月3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

划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详见公告临2015-036）。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初步方案为：拟募集资金约11亿元，用于（1）收购控股股东上海

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渔业” ）持有的斐济金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斐

济金洋” ）20%股权，并对其增资至持有其59.375%股权；（2）收购远洋渔业持有的基里巴

斯渔业公司20%股权（由于斐济金洋持有基里巴斯渔业公司40%股权，未来公司将成为基

里巴斯渔业公司的实际控制人）；（3） 收购西班牙卡洛斯? 阿尔博公司 （HIJOS� DE�

CARLOS� ALBO,� S.L.）100%股权；（4）新建国内金枪鱼加工基地项目；（5）补充流动资

金。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公司按相关规定聘请各中介机构（包括保荐机构、律师、审计

师、评估师等）进场并开展各项工作，全面、积极推进本公司及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可行性研究和商务合同洽商等工作，部分项目已基本完成相关工作。

由于本次拟收购的资产分布在境外多个国家，经营实体较多且布局分散，尽职调查耗

时较长，审计、评估工作较为复杂且工作量较大，另一方面收购项目中涉及到项目所在地基

里巴斯与我国为非建交国，基里巴斯渔业公司为所在国最大渔业公司，控股权转移协议须

经政府审批方可签署；基里巴斯渔业公司拥有的金枪鱼围网捕捞许可证需与基里巴斯政府

和中西太平洋渔业组织协商确认以保障未来持续有效的作业区域和作业天数，目前本公司

正在就上述事宜与基里巴斯政府进行积极沟通。 此外，由于近期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对本

次募集资金项目中海外交易标的作价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公司也在积极与交易对手方进

行价格协商。 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需审慎全面评估上述收购风险，并与被收购资产

的股东及管理层进行全面磋商，与相关政府部门和渔业组织积极沟通，进一步优化投资方

案。 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公司最晚于2015年11月30日披露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并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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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汤期庆

日期 2015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600097� � � � � � � � � � �证券简称：开创国际 公告编号：临2015-040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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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15年10月22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出席并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汤期庆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形成

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上海远洋渔业

有限公司租赁船舶的议案》

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继续向控股股东上海远洋渔业有限

公司租赁金枪鱼围网渔船“金汇十八” ，租期一年，自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止，

租赁价格按船舶年折旧加资产净值五年期银行定期贷款利率计息计算， 即年租金1,018.81

万元人民币。 详见同日公告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41）。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汤期庆，周劲望、唐文华、沈新根、谢峰回避表决。 公司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赞成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097� � � � � � � � � � �证券简称：开创国际 公告编号：临2015-041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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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续租

金枪鱼围网渔船“金汇十八” ，租期一年。

租赁价格按照船舶年折旧加船舶资产净值五年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息计算，即年租

金1,018.81万元人民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2年4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承诺租赁上海远洋渔业

有限公司一艘待建金枪鱼围网船的议案》（详见公告：临2012-023），公司董事会同意控股

股东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洋渔业” ）按公司提出的技术规格标准，出资建

造一艘1700吨级金枪鱼围网船。 2014年10月28日，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租赁船舶

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创远洋” ）向远洋渔

业租赁“金汇十八” ，租期自2014年3月1日至2015年2月28日，租金价格按船舶年折旧加船

舶资产净值五年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计息计算。

为提高捕捞能力和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开创远洋继续向远洋渔业租赁“金汇十八” ，

租期自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租赁价格按船舶年折旧加船舶资产净值五年期银

行基准贷款利率计息计算。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汤期庆、周劲望、唐文华、沈新根、谢峰回避表决，非

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就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

联交易无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5,0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安浦路661号6层

法定代表人：汤期庆

经营范围：公海渔业捕捞，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现持有公司87,148,01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43.02%，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交易标的为开创远洋向远洋渔业赁租的金枪鱼围网渔船“金汇十八” ，该船舶于

2014年1月18日建造完工，船长66.75米，宽13.6米，深7.7米，总吨位1,792吨，净吨位538吨，

功率2,648千瓦。

该船舶产权所有人为远洋渔业，船舶经营人为开创远洋。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租赁双方

租赁方：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

出租方：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二)租金价格

租金价格按照船舶年折旧加船舶资产净值五年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即9,500万元（船

舶净值：已扣除造船补贴）×95%（除去5%的残值）÷18年（船舶折旧年限）＋8,998.61万

元 （船舶净值： 已扣除造船补贴及累计折旧）×5.75%（五年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1,

018.81万元人民币

(三)租赁双方的权利责任

1、甲方的权利和责任

甲方全权负责船舶在所允许海域从事远洋渔业生产运作，支付所需的运营费用，盈亏

自负，负责船舶渔业捕捞生产、航行及船员安全，并承担其责任等。

2、乙方的权利和责任

乙方获得本协议规定的租赁费用，提供的船舶必须适航，船检相关证书有效，以及负责

提供船舶建造资料及主要材料证明书等。 船舶配备的设备应当保持良好状态。

(四)解缴方式

甲方应在 2015年11月30日前向乙方缴付年租金。

(五)违约责任及罚款

1、甲方必须按协议规定的解缴租金时间及时支付乙方年租金。

2、由于甲方原因造成乙方损失的，由甲方负责全额赔偿并承担相应费用，并在损失确

认后30日内全额缴清赔偿；若该等损失乙方已获取相应保险赔偿，则甲方赔偿金额应扣除

保险赔偿的部分。

3、由于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损失的，由乙方负责全额赔偿并承担相应费用，甲方在相应

解缴租金中扣减；若该等损失甲方已获取相应保险赔偿，则乙方赔偿金额应扣除保险赔偿

的部分。

(六)本协议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则应提交被告所在地海事法院诉讼解

决。 非海事法院受理的争议，则提交被告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加快公司金枪鱼围网船更新换代的步伐， 减少船舶维修费用，缓

解财务资金压力，提高捕捞能力和效率，提升公司盈力水平。 因此，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是

有利的，能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正面影响。

六、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租赁价格按照船舶年折旧加资产净值五

年期银行定期贷款利率计息计算，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围网船队的捕捞能力和效率，提升公司盈利

水平。 本次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三）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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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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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年10月22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出席并参加表决监事3人。监事

会主席濮韶华主持会议，董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全体监事认

真审阅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经审核认为：

1、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在提出审核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向控股股东上海远洋渔业有限公司

租赁船舶的议案》

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上海开创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继续向控股股东上海远洋渔业有限

公司租赁金枪鱼围网渔船“金汇十八” ，租期一年，自2015年3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止，

租赁价格按船舶年折旧加资产净值五年期银行定期贷款利率计息计算， 即年租金1,018.81

万元人民币。

监事会认为：本次向控股股东租赁船舶构成关联交易。 租赁价格按船舶年折旧加资产

净值五年期银行定期贷款利率计息计算，价格公允，未发现有损害非关联股东权益及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况，并且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

特此公告。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上海开创国际海洋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97�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开创国际

公司代码：600050�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中国联通

B057

■ 2015年10月23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