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简称：千红制药

股票代码：002550

披露时间：2015年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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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耀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小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小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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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2,202,667.94 2,310,739,368.86 2,310,739,368.86 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08,365,946.71 2,099,073,583.91 2,099,073,583.91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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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90,982.21 -7.00% 522,400,014.75 -1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8,187,040.20 -2.91% 201,330,711.77 1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4,569,058.50 -5.43% 148,865,492.49 9.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71,782,897.13 22.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9.09% 0.31 10.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9.09% 0.31 10.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6% -0.39% 9.33%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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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3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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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8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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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94.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362.8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8,968,843.03

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和信托

产品理财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9,406,649.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7,903.35

合计 52,465,219.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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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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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方 境内自然人 22.80% 145,944,000 115,200,000

赵刚 境内自然人 11.40% 72,972,000 54,729,000

周冠新 境内自然人 3.80% 24,329,300 16,000,000

蒋建平 境内自然人 3.80% 24,324,000 18,243,000

中国工商银行－

广发聚丰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2.65% 16,980,451 0

刘军 境内自然人 2.15% 13,748,368 10,311,276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新丝路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1.50% 9,585,305 0

邹少波 境内自然人 1.06% 6,780,482 5,085,362 质押 81,927

刘蓉蓉 境内自然人 0.89% 5,700,000 0

钱忠明 境内自然人 0.83% 5,31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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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方 30,7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744,000

赵刚 18,24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43,00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6,980,451 人民币普通股 16,980,45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9,585,305 人民币普通股 9,585,305

周冠新 8,329,300 人民币普通股 8,329,300

蒋建平 6,0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81,000

刘蓉蓉 5,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0

钱忠明 5,310,892 人民币普通股 5,310,892

蒋乐明 4,684,8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4,800

胡啸雄 4,172,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72,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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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123.4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预付款增加所致。

2、应收利息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30.7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理财收益所致。

3、在建工程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62.3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4、递延所得税资产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67.1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未付的市场开发费用减

少所致。

5、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99.9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一年期以上的理财产品减少

所致。

6、应付账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85.1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了应付未付的货款所致。

7、预收账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96.6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预收货款减少所致。

8、应付职工薪酬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61.7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支付了计提的2014年度奖金所

致.

9、应付利息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26.85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银行借款利息增加所致。

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1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未付的一年以

内的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1、其他流动负债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94.11%，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未付的市场开发费用减少

所致.

12、长期借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2700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未付的一年以上的银行借款

减少所致。

13、短期借款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28000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4、递延收益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197.8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基础设施补贴款所致。

15、股本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增加100.0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16、资本公积本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30.90%，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致。

17、少数股东权益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33.7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购买雨润持有湖北润红的股权所

致。

18、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36.8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采购肝素钠粗品价格下降所致。

19、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82.4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转销的存货减值减少所致。

20、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4.41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出售民生加银货币基金增加收益所致。

21、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44.8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22、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6.97万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捐赠增加所致。

2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420.0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24、汇率变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54.1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汇率上升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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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耀方;赵刚

自常州千红生

化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

简称"发行人

"）设立至今

及今后发行人

存续期间，我

没有从事、今

后也将不直接

或间接从事，

亦促使我本人

全资及控股子

公司及其他企

业不从事构成

与发行人同业

竞争的任何业

务或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研

制、生产和销

售与发行人研

制、生产和销

售产品相同或

相似的任何产

品，并愿意对

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发行人造

成的经济损失

承担赔偿责

任。

2011年02月

18日

永久

承诺人未发生

违反承诺的情

况，正在严格

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王耀方

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115,

200,000股承

诺追加锁定3

年，自2014年

2月25日

-2017年2月

24日。

2014年02月

25日

2017-02-24 正在履行

赵刚

本人持有的公

司股份51,

200,000股承

诺追加锁定3

年，自2014年

2月25日

-2017年2月

24日。

2014年02月

25日

2017-02-24 正在履行

王耀方;赵刚

从2015年7月

10日起6个月

内，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

制人和持股

5%以上股东

及董监高人员

不通过二级市

场减持本公司

股份。

2015年07月

10日

2016-01-09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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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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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25,728.85 至 29,404.4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4,503.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为5%-20%，主要原

因是预计今年四季度招标价格波动等不确定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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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王耀方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44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

于2015年10月12日通过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15年10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通过现场与通讯会议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9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王耀方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董事出席人数和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和本

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形成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详见10月24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二、 审议并通过了《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进度的议案》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决定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该计划调整不会对公司的募投项

目实施、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进度的公告》详见10月24日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关于本议案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专项保荐意见详见公司

指定网络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监事会关于本议案的审议意见详见公司于10月24日在指定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45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5年10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2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建平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

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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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一致同意该议案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 同时刊登于

2015�年10月24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2.审议并通过了《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进度的议案》

本次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方案，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没有违反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建设进度的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一致同意该议案

《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进度的公告》 详见10月24日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5-046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公

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具体情况概述如下：

一、公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23号文“关于核准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4000万股，发行价格为32

元/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1】54号” 文同意，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2011年2月

18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1,28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

民币65,180,940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14,819,060�元。 以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江苏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苏公（W[2011]B014号）。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募投项目投资建设总额

为624,630,000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590,189,060元，存放在专户进行管理。

二、募投项目建设进度情况

1、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原料药扩产项目已于2012年9月完成，肝素原料药及制剂

扩产项目中的原料药扩产项目已于2012年12月下旬完成， 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原料

药扩产项目已于2013年3月底完成。

2、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

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营销及行政管理

中心项目的工程建设已完成，目前正在准备申请GMP认证及其他相关验收工作。

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完成期限调整情况

根据外部法规变化及募投项目具体建设等情况， 公司决定对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

的制剂扩产项目、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

的制剂扩产项目、合资研究院建设项目、营销及行政管理中心项目的完成期限由2015年9月30日调整至

2016年3月31日，完成国内GMP现场认证及其他相关验收工作。

四、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原因

1、国家法规监管要求有新变化。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1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药品注

册受理工作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管〔2015〕122号）要求：“《药品注册管理办法》附件4中药品补充申

请注册事项第20项涉及药品实际生产地址变更的，申请人应按照《药品技术转让注册管理规定》（国食

药监注〔2009〕518号）附件“第二部分 生产技术转让”中“5.药学研究资料”的技术要求补充提供相应

研究资料。 ”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产品生产地点变更后，在新生产地点需要生产3批样品进行3～6个月加速试验

及长期留样稳定性考察，并与原生产地址生产的药品稳定性情况进行比较，获得一致性数据后，方可申

报品种转移，而后通过GMP认证。

2、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公司对部分项目施工建设方案进行了局部的调整

而导致建设周期有所延长。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说明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进度调整，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实质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

方向，不会对已实施的项目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项目进度的推迟不会对本公司经营情况产生可预见的不

利影响。

在胰激肽原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 肝素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

产项目、门冬酰胺酶原料药及制剂扩产项目中的制剂扩产项目建成前，公司已按照2010版GMP要求对

现有制剂生产车间进行必要改造并已于2013年通过了GMP验收，保证了公司制剂的生产与销售，能满

足近期市场的需求。

本次调整后，公司将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备忘录

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科学组织，合理实施，严格监督，有效推进募投项目建成达产。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的议案》，认为：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决定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该计划调整

不会对公司的募投项目实施、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同意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调整。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5年10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

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方案，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

况作出的，没有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未发现有损害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建设进度的调整。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此次调整部分募投项目

建设进度符合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本次调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

4、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审阅相关材料后发表如下意见：

经保荐机构核查，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项目投资进度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本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进度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建设

进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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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小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竺林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石军龙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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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8,532,021.21 965,558,170.69 43.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23,367,628.66 699,621,397.14 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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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427,788.34 -8.10% 317,972,297.24 -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3,627,816.06 40.75% 90,061,535.87 44.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9,613,354.82 -6.82% 54,447,036.52 -9.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9,924,647.93 178.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 40.00% 0.21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40.00% 0.21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2% -1.36% 10.62%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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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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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5,916.1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036,9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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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48,074.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2,394.1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50,0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809,984.6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96.80

合计 35,614,49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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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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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78% 190,806,000 质押 79,000,000

赵小强 境内自然人 17.00% 75,806,000 23,600,000 质押 23,584,000

新昌县宏盛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3% 29,568,000

杭州比因美特卡

通影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2% 9,000,000 9,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

中邮核心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68% 7,509,695

苏宗伟 境内自然人 1.14% 5,070,800

中国工商银行－

中银持续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9% 3,056,645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六组合

其他 0.64% 2,874,836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银宏

观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6% 2,481,400

汇添富基金－建

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

托汇添富基金公

司股票型组合

其他 0.53% 2,360,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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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90,80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806,000

新昌县宏盛投资有限公司 29,5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68,00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9,695 人民币普通股 7,509,695

苏宗伟 5,070,800 人民币普通股 5,070,800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056,645 人民币普通股 3,056,64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874,836 人民币普通股 2,874,83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宏观

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48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1,400

汇添富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汇添富基金公司

股票型组合

2,360,790 人民币普通股 2,360,790

高雅萍 2,072,290 人民币普通股 2,072,290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

统－普通保险产品

1,862,472 人民币普通股 1,862,4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赵小强为美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新昌县宏盛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知

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苏宗伟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5,070,800股；高雅萍投资者信用账户持股数量

689,19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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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增加140.98%，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20,117,601.26元，主要是纯真年代业绩

补偿款收回所致；

3.预付款项，增加47.99%，主要是预付材料购款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下降58.29%，主要是出口退税变动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下降86.75%，主要是项目投资款收回所致；

6.长期股权投资，增加2208.93%，主要是天津酷米投资款增加所致；

7.长期待摊费用，增加188.26%，主要是子公司剧目制作费增加所致；

8.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下降44.73%，主要是远期外汇结售汇合同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9.预收款项，增加193.11%，主要是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下降30.02%，主要是支付上年度奖金所致；

11.应交税费，增加67.62%，主要是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12.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77.84%，主要是纯真年代业绩补偿款所致；

13.实收资本(或股本)，增加116.82%，主要是资本公积转增所致；

14.资本公积，增加44.55%，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15.其他综合收益，增加115.63%，主要是汇率变动所致；

16.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49.14%，主要是出口免抵税增加所致；

17.财务费用，下降566.01%，主要是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18.资产减值损失，下降60.60%，主要是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1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628.98%，主要是纯真年代业绩补偿收回所致；

20.投资收益，增加674.43%，主要是收到纯真年代业绩补偿所致；

21.营业外收入，增加1178.75%，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78.52%，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23.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129.74%，主要是理财产品到期减少所致；

2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6060.68%，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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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盛实业、宏

盛投资、赵小

强、石炜萍

自公司股票在

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

公司收购该部

分股份。

2012年09月

11日

36个月 完成履行

赵小强、石炜

萍

上述锁定期满

后，若本人仍

担任公司董事

或监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在

任职期间本人

每年转让股份

不超过直接或

间接所持公司

股票总数的百

分之二十五。

本人离任后六

个月内，不转

让直接或间接

所持公司的任

何股份。 本人

在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

所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

得超过百分之

五十。

2012年09月

11日

36个月

高管减持股份

承诺继续履行

赵小强

美盛文化非公

开发行股票自

2015年7月9

日上市。 限售

期为自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起三十

六个月，可上

市流通时间为

2018年7月9

日。

2015年07月

09日

36个月 履行

郭瑞（持股不

足5%，公司董

监高）

美盛文化非公

开发行股票自

2015年7月9

日上市。 限售

期为自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上

市首日起三十

六个月，可上

市流通时间为

2018年7月9

日。

2015年07月

09日

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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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30.00% 至 6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2,626.3 至 15,540.06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9,712.5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经营业绩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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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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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智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子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小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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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702,349.99 762,783,481.91 1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19,730,837.21 510,599,572.46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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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48,701.50 12.82% 616,357,576.83 17.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213,684.13 10.71% 12,518,344.75 3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180,810.56 4.65% 12,456,151.09 39.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3,976,371.65 6.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06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33.33% 0.06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0.10% 2.43% 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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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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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975.35

合计 62,19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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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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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工业集

团公司

国有法人 38.99% 77,690,015

南方工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24% 8,441,153

安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6% 6,291,684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74% 5,457,900

日本清水（香港）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9% 4,365,700

中国银行－嘉实

主题精选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1% 3,999,977

南阳市金坤光电

仪器有限责任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9% 3,760,848

中海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浦江之

星6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1.81% 3,601,573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2% 1,628,700

南方基金－农业

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2% 1,628,700

中欧基金－农业

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2% 1,628,700

大成基金－农业

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2% 1,628,700

嘉实基金－农业

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2% 1,628,700

广发基金－农业

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2% 1,628,700

华夏基金－农业

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2% 1,628,700

银华基金－农业

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0.82% 1,628,700

易方达基金－农

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82% 1,628,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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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司 77,690,015 人民币普通股 77,690,015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441,153 人民币普通股 8,441,15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291,684 人民币普通股 6,291,68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457,900 人民币普通股 5,457,900

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 4,365,700 人民币普通股 4,365,700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999,977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77

南阳市金坤光电仪器有限责任公司 3,760,848 人民币普通股 3,760,848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浦江之星

6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601,573 人民币普通股 3,601,573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

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7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6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7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6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6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7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6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7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6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7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6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7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1,6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7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6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公司发起人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

公司、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它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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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期末数39,977,601.42元，较年初增加14,016,042.03元，增加53.99%，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应收票据尚未

到期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数261,159,293.98元，较年初增加 61,792,822.20元，增加30.99%，主要系本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

入增加所致。

3、预付账款期末数31,515,523.42元，较年初增加 23,664,811.11元，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设备款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数1,208,063.58元，较年初增加910,873.39元，主要系报告期备用金增加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791,076.42元，较年初减少1,329,685.59元，主要系报告期增值税留抵税款减少所致。

6、在建工程期末数6,383,469.75元，较年初增加3,600,708.31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在建项目增加投资所致。

7、无形资产期末数16,702,179.48元，较年初增加54.44%，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增子公司无形资产增加所致。

8、应付账款期末数154,344,865.40元，较年初增加45.58%，主要系报告期内应付货款增加所致。

9、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11,269,648.00元，较年初增加7,984,603.00元，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应付工资、保险及公积金

等费用增加所致。

10、其他应付款期末数10,060,520.75元，较年初增加2,729,559.03元，增加37.23%，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提费用增加

所致。

11、少数股东权益期末数55,951,747.84元，主要系报告期新增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

二、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2,714,765.81元，同比减少6,359,094.91元，减少174.49%，主要系报告期内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2、营业外收入90,387.11元，同比减少1,005,161.66元，减少91.75%，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

致。

3、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1,151,472.11元，主要系报告期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减少所致。

4、所得税费用490,635.87元，同比增加157,681.07元，主要系本报告期计提的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5、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分别增加3,545,544.54元、3,691,854.99元、3,

534,173.92元、3,221,776.00元，增加比例分别为39%、40.93%、40.69%、34.6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强产品结构和客

户结构调整，营业收入同比有较大增长，业绩得到提升。

6、少数股东损益亏损额298,252.16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新设子公司亏损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中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加3,914,892.50元，增长35.32%，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2、经营活动中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2,639,403.78元，增长61.30%，主要系本报告期内收到应

退离职人员住房公积金增加所致。

3、经营活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93,560,773.59元，增长30.81%，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材料费

用支出增加所致。

4、经营活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1,911,815.12元，增长50.74%，主要系报告期缴纳税款增加所致。

5、投资活动中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1,127,000.00元，主要系报告期

内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同比减少所致。

6、投资活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27,250,069.10元，主要是报告期新

增固定资产投资所致。

7、筹资活动中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50,000,000.00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吸收投资所致。

8、筹资活动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116,976.73元，主要系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使用完毕，相应的

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少所致。

9、筹资活动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1,844,253.36元，主要系报告期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清算

净资产同比减少所致。

10、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同比增加3,204,172.08元，主要系报告期内结汇损失减少，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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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工

业集团公

司、南方工

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

1、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2007年1�月15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公

司及主要股东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向本公司出具《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函》，具体内容为：本公司以及本公

司除贵公司以外的其他子公司不会从

事与贵公司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并

保证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

贵公司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活动；本

公司将不利用对贵公司的持股关系进

行损害贵公司及贵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的经营活动；本公司将赔偿贵公司因本

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遭受或产生的任

何损失或开支；本公司确认并向贵公司

声明，本公司在签署本承诺函时，是代

表本公司和控股下属企业签署的。 报告

期内，上述股东信守承诺，没有发生与公

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2、公

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在发行股票过程

中做出的特殊承诺及履行情况：在利达

光电发行上市后，若南阳南方智能光电

有限公司与河南南方辉煌图像技术有

限公司两家合资公司光学引擎项目发

展成熟，且利达光电提出要求，南方工

业集团公司将择机通过合适方式将南

阳南方智能光电有限公司与河南南方

辉煌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股权（或相关资

产）注入利达光电，以促进利达光电进

一步发展。

2007年01

月15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日本清水

（香港）有

限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2006年12月29

日，公司股东日本清水（香港）有限公司

向本公司出具《不竞争承诺函》，具体内

容为：本公司未（香港、澳门、台湾地区

除外）以任何形式从事与利达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今后本

公司亦将不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从事与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同

业竞争的业务；本公司若违反上述承诺，

则因此而取得的相关收益将全部归利

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所有，若给利达光

电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损失，将给予足额

赔偿。

2006年12

月29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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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5.49% 至 16.33%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300 至 1,6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375.4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5年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实现较大增长，盈利情况同比有所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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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智超

2015年10月24日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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