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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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尧根、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何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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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485,821.53 848,527,462.37 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70,432,048.74 747,314,664.40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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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984,230.06 20.81% 298,586,642.83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554,485.37 112.07% 43,120,107.60 54.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674,996.33 105.38% 43,187,613.39 68.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1,111,429.52 -23.0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100.00% 0.21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100.00% 0.21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1% 0.77% 5.69%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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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5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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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297.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93.42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39.33

合计 -67,505.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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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营业外支出"项目所列水利

建设专项资金

298,736.42

系国家规定之税费，且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存在直接关系，故不

具特殊性和偶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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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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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20% 71,800,000 22,950,000 质押 45,000,000

绍兴柯桥亚太房地

产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28% 27,081,000 6,770,250 质押 9,500,000

陈奕琪 境内自然人 4.90% 10,000,000 0 质押 10,000,000

陈佳琪 境内自然人 4.90% 10,000,000 0 质押 9,000,000

钟建富 境内自然人 3.45% 7,038,000 0

陈兴华 境内自然人 2.38% 4,859,426 0

朱坚贤 境内自然人 2.13% 4,340,980 0

朱仁根 境内自然人 1.96% 4,000,000 0

徐江 境内自然人 1.21% 2,460,639 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中融增强12

号

其他 0.49% 1,00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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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 48,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850,000

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 20,310,750 人民币普通股 20,310,750

陈奕琪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陈佳琪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钟建富 7,0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38,000

陈兴华 4,859,426 人民币普通股 4,859,426

朱坚贤 4,340,980 人民币普通股 4,340,980

朱仁根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徐江 2,460,639 人民币普通股 2,460,639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增强12

号

1,000,961 人民币普通股 1,000,9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陈尧根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

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绍兴柯桥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为浙江亚太集团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第二大股东；陈奕琪女士、陈佳琪女士为公司股东、实际

控制人陈尧根先生之女儿；钟建富先生为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配偶

之胞弟；除以上情况外，未知公司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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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

1、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增加304.74%，主要系报告期内预付原辅料、工程设备

款增加所致；

2、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减少49.23%，主要系报告期内“改造年产冻干粉针剂

4000万支生产线项目” 建成转固所致；

3、应付票据期末数较期初增加108.85%，主要系采用银行票据融资方法，用新开

票据替代票据背书转让所致；

4、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减少31.10%，主要系本期缴纳当期应缴的房产税、土

地使用税所致；

二、利润表

5、1-9月份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459.75%，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应收

账款余额增加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6、1-9月份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7.23%，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

致；

7、1-9月份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2.26%，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增长所

致；

三、现金流量表

8、1-9月份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3.93%，主要系上期

全资子公司雅泰药业竞拍取得滨海新城江滨区土地使用权支付出让金所致；

9、1-9月份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0.20%，主要系上期

偿还银行借款，而本期无此项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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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亚太药业，证券代码：002370）自

2015年4月 28日开市起临时停牌。2015�年 4�月29�日，公司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5-021）。

2015年7月2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041），确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7

月2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年8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

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52）， 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1日开市起继续停

牌。

2015年10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相关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亚太药业，证券代码：002370）自 2015年10月 21日开市起复

牌。

上述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关于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浙江亚太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

书（草案）》等

2015年10月13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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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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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亚太集

团有限公

司、陈尧根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1、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除投资亚太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外，亚

太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从事与亚太药业

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亚太集团

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今后将不以任何形式从事与亚

太药业产品或者业务相同或相似的经营活动，包括

投资、收购、兼并与亚太药业现有业务及相关产品相

同或者相似的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如出现因亚

太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亚

太药业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亚

太集团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008年02

月03日

长期

严格履

行承诺

浙江亚太集

团有限公

司、陈尧根、

钟婉珍

发行时所作股份锁定承诺1、公司控股股东浙江亚太

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该部分股份。 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持有的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

由绍兴县亚太房地产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权。 2、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尧根先生承诺：自浙江亚太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

也不由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上

述锁定期满后，在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期间内，亚太

集团及亚太房地产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该两

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其

在辞去公司董事后六个月内，不转让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间

接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间接持有本公司股

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3、公司董事钟婉

珍女士承诺：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已间接持有的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也不由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该部分股

份。 自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

浙江亚太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也不由浙江亚太集

团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上述锁定期满后，在

其担任本公司的董事期间内，亚太集团及亚太房地

产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该两公司持有的公司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其在辞去公司董事

后六个月内，不转让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

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百分之五十。

2008年02

月03日

长期

严格履

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浙江亚太集

团有限公

司、陈尧根

2015年7月9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不减持所持公司

股份

2015年07

月08日

2015年7月9

日至2015年

12月31日

严格履

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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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0% 至 55.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5,476.68 至 6,288.04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4,056.8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销售体系和市场渠道的持续优化和调整，公司特色产品收入保持增

长，公司业绩得以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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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别

最初投资成

本（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面

值（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

来源

浙江震元股

份有限公司

其他

1,190,

160.00

458,220 0.14% 458,220 0.14%

5,118,

317.40

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原法

人持

股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_____陈尧根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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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édéric� VERWAERDE、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波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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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4,156,305.81 6,633,644,956.98 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4,159,319,294.20 3,788,068,076.63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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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9,046,891.52 14.93% 8,278,621,743.61 15.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1,926,923.27 36.83% 637,008,322.65 25.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6,530,334.63 36.56% 589,124,093.17 23.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428,149,213.16 -27.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2 36.92% 1.006 25.4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2 36.92% 1.006 25.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9% 0.95% 15.97%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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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372.6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3,361,4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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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10,12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10,311.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5,772,729.04 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316,051.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57,341.76

合计 47,884,22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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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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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B�

INTERNA-

TIONALE�S.A.S

境外法人 73.13% 462,832,233 158,744,300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84% 55,966,137 0 质押 55,960,000

DEUTSCHE�

BANK�

AKTIENGE-

SELLSCHAFT

境外法人 3.34% 21,142,613 0

富达基金（香港）

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

境外法人 2.49% 15,758,556 0

UBS���AG 境外法人 1.04% 6,603,975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4% 3,402,800 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

其他 0.49% 3,120,637 0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6% 2,291,328 0

苏显泽 境内自然人 0.35% 2,195,086 2,195,086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深

其他 0.34% 2,14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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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B�INTERNATIONALE�S.A.S 304,087,933 人民币普通股 304,087,933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 55,966,137 人民币普通股 55,966,137

DEUTSCHE�BANK�

AKTIENGESELLSCHAFT

21,142,613 人民币普通股 21,142,613

富达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 15,758,556 人民币普通股 15,758,556

UBS���AG 6,603,975 人民币普通股 6,603,97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402,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2,8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9L-FH002深

3,120,637 人民币普通股 3,120,637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291,328 人民币普通股 2,291,328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19L-CT001深

2,149,326 人民币普通股 2,149,326

法国巴黎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1,534,739 人民币普通股 1,534,73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苏显泽与公司第二大股东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苏

增福存在父子关系；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深和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19L-CT001深同属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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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73.77%，主要系本期业务规模增长所致；

2.应收利息较期初增加97.42%，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3.存货较期初减少35.55%，主要系本期产成品消耗所致；

4.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53.29%，主要系母公司在建工程完工转固所致；

5.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加67.63%，主要系下属子公司应付费用及存

货跌价准备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6.预收账款较期初减少54.45%，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期末部分客户预收款

减少所致；

7.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76.43%，主要系期末材料采购进项税额减少引起

应交增值税增加，以及母公司和下属子公司所得税税率增加共同所致；

8.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增加197.05%，主要系本期应收利息及理财收益

增加导致的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1.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850.89%，主要系本期呆滞产品计提的存

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45,581.98%，主要系本期未交割理

财产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所致；

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39.34%，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增加

所致；

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9.70%，主要系本期补贴收入增加所致；

5.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增加50.08%，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长及母公司和

下属子公司所得税税率变化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97.40%，主要系本期定

期存款支出减少所致；

2.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16.80%，主要系人民币对美

元汇率波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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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控股股东SEB�INTERNATIONALE�S.A.S以协议转让方

式受让第二大股东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苏泊尔

1000�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已于2015年8月3日收到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过户登

记确认书》。

2015年08月04日

公告全文可参见巨潮资讯网：

2015-029《关于控股股东战略投

资本公司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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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B�

INTERNA-

TIONALE�S.A.S

SEB�INTERNATIONALE�

S.A.S在2011年10月19日签

署的《收购报告书》中承诺：

对于通过此次协议转让所取

得的苏泊尔股份自取得之日

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也不由苏泊尔收购

该部分股份。 自本次协议收

购股份取得之日起三年内，

收购人承诺不做出任何可能

导致苏泊尔退市或致使苏泊

尔丧失上市资格的决定或行

为。

2011年

10月19

日

2011年12月

22日至2014

年12月21日

已履行完毕

SEB�

INTERNA-

TIONALE�S.A.S

SEB�INTERNATIONALE�

S.A.S在2011年10月19日签

署的《收购报告书》中承诺：

在十年内至少保留苏泊尔现

有或任何未来总股本的

25%。

2011年

10月19

日

2011年12月

22日至2021

年12月21日

严格履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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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SEB�

INTERNA-

TIONALE�S.A.S

SEB�INTERNATIONALE�

S.A.S在2006年8月14日签署

的《战略投资框架协议》中

承诺：自2007年12月25日起

10年期间内，保留公司现有

或任何未来总股本的25%。

2006年

08月14

日

2007年12月

25日至2017

年12月24日

严格履行承

诺

SEB�

INTERNA-

TIONALE�S.A.S

SEB�INTERNATIONALE�

S.A.S于2015年8月3日完成

以协议转让方式受让苏泊尔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苏泊尔

10,000,000股股份，并承

诺：自该部分股份完成过户

登记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也

不由苏泊尔回购该部分股

份。

2015年

08月03

日

2015年8月3

日起至2018

年8月2日

严格履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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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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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长期坚持积极的成长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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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Frédéric� VERWAERDE���������������������������������������������������������������������������������������������������������������������������������������������������������������������������������������������������������������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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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32

证券简称：苏 泊 尔 公告编号：

2015-037

浙 江 苏 泊 尔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 田 港 公告编号：

2015-24

深 圳 市 盐 田 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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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李冰、总经理乔宏伟、财务总监彭建强及财务管理部部长凌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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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8,908,294.14 6,825,954,146.11 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397,295,749.30 5,127,077,461.05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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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03,918.51 -23.87% 183,825,749.76 -1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5,187,222.56 77.33% 371,212,688.25 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7,758,351.27 -9.01% 273,371,729.85 -10.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53,486,114.25 206.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8 77.28% 0.1911 7.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8 77.28% 0.1911 7.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02% 65.92% 7.03%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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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669,4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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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89,709.32

减：所得税影响额 61,235,346.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703,475.78

合计 97,840,958.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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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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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7.37% 1,308,450,000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1% 62,296,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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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6% 18,589,300 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18,58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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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 1,308,4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8,45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2,296,8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96,8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18,5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3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5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3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5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3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5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5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3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5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3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5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3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8,589,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89,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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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比期初增减变动

额

期末比期初增减变动率

(%)

预付账款 80,052,148.01 1,044,676.50 79,007,471.51 7562.86%

其他应收款 80,605,970.96 2,984,219.36 77,621,751.60 2601.07%

长期应收款 333,511,997.79 0.00 333,511,997.79 100.00%

在建工程 1,059,579,456.86 671,521,566.52 388,057,890.34 57.79%

无形资产 186,172,294.28 687,503,932.49 -501,331,638.21 -72.92%

负债类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期末比期初增减变动

额

期末比期初增减变动率

(%)

应付账款 144,651,493.05 38,886,549.51 105,764,943.54 271.98%

应交税费 78,855,210.15 24,389,017.16 54,466,192.99 223.32%

应付利息 18,989,375.00 2,102,725.73 16,886,649.27 803.08%

其他应付款 49,437,455.21 21,958,339.00 27,479,116.21 125.14%

利润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额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率(%)

财务费用 6,946,314.80 -9,446,233.69 16,392,548.49 173.54%

营业外收入 229,730,046.97 67,426,806.87 162,303,240.10 240.71%

营业外支出 2,950,265.82 545,047.71 2,405,218.11 441.29%

所得税费用 87,074,734.68 50,933,829.95 36,140,904.73 70.96%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额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变动率(%)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488,992,615.75 224,910,225.67 264,082,390.08 117.42%

支付的各项税费 58,905,294.05 36,685,634.10 22,219,659.95 60.57%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200,194,285.27 362,944,017.43 -162,749,732.16 -44.84%

投资支付的现金 646,789,052.00 141,358,000.00 505,431,052.00 357.55%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00 35,891,759.20 -35,891,759.20 -1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0 367,443,599.50 -167,443,599.50 -45.5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55,600,000.00 151,200,000.00 -95,600,000.00 -63.23%

1、预付账款比期初增加7,900.75万元，增幅7562.86%，主要是子公司黄石新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购

买码头后方陆域土地预付款；

2、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增加7,762.18万元，增幅2601.07%，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盐田坳隧

道和湘潭公司莲城大桥收费权的应收税款；

3、长期应收款比期初增加33,351.20万元，增幅100%，主要是子公司湘潭公司莲城大桥政府回购款；

4、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38,805.79万元，增幅57.79%，主要是控股公司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的惠州

荃湾煤码头在建工程增加；

5、无形资产比期初减少50,133.16万元，降幅72.92%，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盐田坳隧道和

湘潭公司莲城大桥收费权所致；

6、应付账款比期初增加10,576.49万元,�增幅271.98%，主要是控股公司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应

付惠州荃湾煤码头工程进度款及质保金所致；

7、应交税金比期初增加5,446.62万元，增幅223.32%，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盐田坳隧道和

湘潭公司莲城大桥的收费权产生的税金增加；

8、应付利息比期初增加1,688.66万元，增幅803.08%，主要是公司本部增加应付委托贷款利息所致；

9、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增加2747.91万元，增幅125.14%，主要是子公司黄石新港公司另一方股东资产

出资超出股比金额；

10、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639.25万元，增幅173.54%，主要是公司本部增加应付委托贷款利息

所致；

11、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16,230.32万元，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盐田坳隧道和湘潭

公司莲城大桥收费权产生净收益所致；

12、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240.52万元，主要是子公司公路公司资产处置损失；

13、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614.09，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司盐田坳隧道和湘潭公司

莲城大桥收费权产生税金；

1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26,408.24万元，主要是政府回购子公司公路公

司盐田坳隧道和湘潭公司莲城大桥的收费权款；

15、支付的各项税费比上年同期增加2,221.97万元，主要是公司支付上年土地增资西港区产生所得

税及分红派息代扣个人所得税增加；

1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6,274.97万元，主要是本

年此项支出减少；

17、投资所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50,543.11万元，主要是支付西港区码头公司第四次增资款及

三个月以上定期存款增加共同影响；

18、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3,589.17万元，主要是上年控股公司惠州深能港务有限

公司收到另一方股东投资款而今年无此项收入所致；

19、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6,744.36万元，主要是控股公司惠州深能港务有限公司借

款同比减少所致；

20、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9,560万元，主要是子公司湘潭公司归还银行贷款同比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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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

1、盐田港集团将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

的相关规定，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后十二

个月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盐田港

集团将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原非流通股股票，如确需交易，将通过大

宗交易、战略配售等方式进行。 2、自获得

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

止，盐田港集团公司将保持对盐田港股份

的绝对控股地位（持股比例不低于总股本

的51%�）。 3、从2005�年度起至2010�年

度止，将在期间每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提出

盐田港股份的利润分配比例不低于当年

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非累计可分配

利润）的50％的分红议案，并保证在股东

大会表决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4、一如

既往地支持上市公司，在做大做强中，积

极创造条件，迎接新一轮整合，确保上市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006年02月

18日

长期

控股股东盐田

港集团履行情

况：1、已履行。

2、已履行。 3、

已履行。 4、履

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优先选择权、不同业竞争、协助办理

有关事项、公平交易。

1997年06月

28日

长期

控股股东盐田

港集团履行了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盐田港集团有限公

司承诺：自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六个

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

10日

2016-01-

09

目前，控股股东

盐田港集团正

在积极履行该

项承诺。

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自2015年7月10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减

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5年07月

10日

2016-01-

09

目前，公司全体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正

在积极履行该

项承诺。

深圳市盐田港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关于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论证报

告》中承诺：1、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或

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2、未来三年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每年以现金方

式分配的利润原则上不低于当年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的20%，且未来三年公司以现

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未来三年

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60%。 公司董

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

使用计划提出具体每个年度的分配预案。

3、在符合分红条件情况下，公司未来三年

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公司董

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状况提议公司

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4、公司在每个会计

年度结束后，由公司董事会提出分红预

案，并提交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2012年07月

28日

2012年

-2014年

目前，公司履行

了该项承诺

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

盐田港集团于2004年12月14日承诺：在

取得盐田港西港区4#、5#和6#泊位的码头

场地和岸线使用权后，将该等码头场地和

岸线使用权转让给公司或西港区码头公

司。

2004年12月

14日

长期

目前，控股股东

盐田港集团正

在积极履行该

项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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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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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

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元）

占该公司股

权比例

（%）

期末账面价

值（元）

报告期损益

（元）

报告期所有

者权益变动

（元）

会计核算科

目

股份来源

002320 海峡股份

36,102,

566.50

16.37

336,922,

498.65

16,412,

056.38

16,412,

056.38

长期股权投

资

发起人股

份

合计

36,102,

566.50

--

336,922,

498.65

16,412,

056.38

16,412,

056.38

-- --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5-23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星期五）上午以通讯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0日以书面文件、电子邮件方式送达了会议通知及文件。 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现将会议审议通过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决议。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2014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标准的决

议。

三、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推荐深圳市中远盐田港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候选

人的决议。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推荐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

理候选人的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370

证券简称：亚太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72

浙 江 亚 太 药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