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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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徐益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阳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陆阳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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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0,637,260.32 20,367,050,487.50 -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718,335,190.88 8,259,150,300.33 -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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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023,671.56 867,625,941.85 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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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9,530,456.77 1,902,397,353.05 2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2,661,541.31 296,219,003.15 14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3,546,312.92 281,934,555.73 39.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04 5.67 增加3.3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34 0.383 143.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4 0.383 143.86

注：1、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股份回购计划，截止2015年9月30日，已回购股份数量为

1,855,193股，扣减回购数量后公司股本数为772,473,055股。 根据《上交所上市公司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 （2013年修订）》的规定：“在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发

布定期报告的，其中披露的发行在外的总股本应当扣减已回购的股份数，相关指标（如基本

每股收益等）以扣减后的股本数计算” 。 上表中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以及稀

释每股收益指标已按照上述方法进行计算。

2、报告期内，公司实施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14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送红股5股并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根据相关会计准则规定，上表中公司上

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等指标按新股本774,328,248股进行了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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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174.29 -349,9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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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09.42 155,9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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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84,849.12 438,964,005.9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769.81 82,449.21

所得税影响额 99,425.28 -109,709,534.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55.02 -27,729.83

合计 -281,003.50 329,115,228.39

注：主要为今年1-9月公司出售部分所持南京银行及中信证券股权所获的投资收益，详

见公司2015年1月8日及2015年3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

部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15-001号）、《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出售部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公告》（临2015-0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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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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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268,340,723 34.65 0 质押 104,910,000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062,400 2.72 0 未知

国有法

人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20,699,270 2.67 0 未知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999,706 1.29 0 未知

国有法

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丰庆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8,673,596 1.12 0 未知 其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019L－FH002沪

8,316,396 1.07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8,200,000 1.06 0 未知 其他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076,000 0.78 0 未知 其他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076,000 0.78 0 未知 其他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076,000 0.78 0 未知 其他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076,000 0.7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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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6,000 0.78 0 未知 其他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0.78 0 未知 其他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076,000 0.78 0 未知 其他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076,000 0.78 0 未知 其他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076,000 0.78 0 未知 其他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6,076,000 0.78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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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 268,340,723 人民币普通股 268,340,72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06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62,400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 20,699,270 人民币普通股 20,699,27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999,706 人民币普通股 9,999,70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丰庆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8,673,596 人民币普通股 8,673,596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

沪

8,316,396 人民币普通股 8,316,396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8,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200,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0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7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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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10,946,057.82 191,632,841.47 -42.10

应收票据 130,201,405.74 93,232,659.90 39.65

预付款项 265,729,908.79 196,564,971.80 35.19

在建工程 55,755,206.07 38,220,554.19 45.88

短期借款 2,704,403,452.47 4,250,000,000.00 -36.37

应付票据 127,700,000.00 66,970,000.00 90.68

预收款项 3,473,459,381.24 2,400,219,708.22 44.71

应付职工薪酬 25,529,911.28 52,887,774.44 -51.73

应交税费 -123,137,049.38 -73,239,716.35 -

其他应付款 1,377,784,820.91 739,786,625.27 86.2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0,000,000.00 120,000,000.00 -50.00

长期借款 - 252,000,000.00 -

应付债券 503,320,595.54 - -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1-9

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1-9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379,530,456.77 1,902,397,353.05 25.08

营业成本 1,744,052,516.91 1,300,980,361.88 34.06

营业税金及附加 147,229,183.62 80,626,490.11 82.61

财务费用 161,686,059.33 232,672,879.74 -30.51

资产减值损失 20,448,490.63 13,525,115.58 51.19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687,393.97 3,301,600.78 -

投资收益 804,617,921.69 277,069,923.74 190.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2,661,541.31 296,219,003.15 143.96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181,588,453.28 324,275,273.1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4,023,671.56 867,625,941.85 50.3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629,658.37 146,558,647.24 92.8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0,680,766.56 -1,000,171,941.06 -

变化原因：

（1）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

出售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2）应收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市政及房地产业务收到的银行票据增加。

（3）预付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市政业务预付的工程款、材料款增加。

（4）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子公司臣功制药厂房建设投入增加。

（5）短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偿还了部分短期借款。

（6）应付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末公司未兑付的银行票据增加。

（7）预收款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房地产业务及市政业务预收款增加。

（8）应付职工薪酬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职工薪酬性支出增加。

（9）应交税费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房地产业务预缴税金增加。

（10）其他应付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房地产业务中未结算经济适用房款项增

加。

（1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提前偿还了部分一年内到

期长期借款。

（12）长期借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提前偿还了部分长期借款及该科目中剩余

长期借款全部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应付债券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发行了5亿元中期票据。

（14）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房地产业务结算增加。

（15）营业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导致成本相应增加以及公司

房地产结转收入的项目结构发生变化，低毛利率的经适房项目结转较多。

（16）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房地产业务计提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增加。

（17）财务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贷款规模降低以及本期贷款利率下降。

（18）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按照账龄分析计提的减值准备增加。

（1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证券投资实现的公允价值减少。

（20）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减持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导致实现的投

资收益增加。

（2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主业稳健发展，同时

取得的投资收益大幅增加。

（22）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市值减少。

（2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房地产业务预收房款

及市政业务资金回笼增加。

（2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

的现金增加。

（2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筹资规模下降，同时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房地产开工、竣工及销售情况

2015年1-9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公司房地产业务新开工面积14.90万平方米、同

比减少72.58%，竣工面积26.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29%。

2015年1-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0.41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11.12

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9.2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04%；实现合同销售金额219,

049.89万元（商品房项目195,039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24,010.89万元），同比增长

22.88%。

2015年1-9月，公司主要商品房项目销售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项目名称

项目

位置

项目类型

权益占

比

总建筑面

积

1-9月销售

面积

累计销售

面积

1-9月结算

面积

累计已结算

面积

高科·荣域

南京市仙林

科技城

商品住宅 80% 30.33 2.26 20.29 0.49 16.79

高科·荣境

南京市仙林

科技城

商品住宅 80% 80.11 8.62 23.14 2.31 10.12

房地产出租情况

分类

可供出租面积（万

平方米）

已出租面积（万

平方米）

出租率

（%）

1-9月结转的租金收入

（万元）

平均基本租金（元/平方

米/年）

商业综合体 2.77 2.74 98.92 658.05 331.86

工业厂房 17.79 14.60 82.07 4,437.05 380.95

注：1、以上表格中平均基本租金（元/平米/年）系我公司按照实际租金收取月份折算成全

年后的数值计算，即平均基本租金=（2015年月平均租金/已出租面积）*12，其余指标统计

截至2015年9月30日；另，上述面积均为建筑面积口径，若按实际使用面积口径，以2015年

出租情况为基础计算，商业综合体（东城汇项目）平均基本租金为621.85元/平方米/年。 2、

公司现有投资性房地产都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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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5年7月28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5亿元

额度内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15年8月1日披露了《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在5亿元额度内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15-026号）。 2015年8月

25日公司首次实施了回购，并于2015年8月26日披露了《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

实施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28号）。 报告期内，公司回购股份数量为1,

855,1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4%，成交的最高价为16.40元/股，成交的最低价为

16.2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0,266,314.28元（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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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首次公开

发行相关的

承诺

解决同业

竞争

南京新港开

发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在公司发行上

市时承诺，不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任何与公司业

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业务，并保证将来的全

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其他经营受其控制的公

司将不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与公司业务有竞争或

可能有竞争的业务。

长期有

效

否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南京新港开

发总公司

控股股东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在2014年3月10日

承诺，为了有力支持公司的发展，促进公司主营业

务的提高，有效履行开发总公司已做出的关于避

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与开发区有关的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管理、土地成片开发、

污水处理及环保项目建设等具体业务，开发总公

司将委托公司开展。 控股股东履行了此项承诺。

长期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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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益民

日期 2015-10-22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15-034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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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2日上午9:00在

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3日以传真和电话的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7名，实到7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子公司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建开发区内相关项目的议案》。

详见《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承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相关项目的关联

交易公告》（编号：临2015-035号）。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15-035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承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相关项目

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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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从发挥自身从事园区建设业务的经营优势出发，按照市场化原

则积极参与所在园区的综合整治和改造升级工作，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 过去12个月，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与南京紫金（新港）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62.26万元，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累计发生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5,874.89万元，两者共计6,237.15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快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 ）配套设施建设，提升开发区整体形

象，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科建

设” ）从发挥自身从事园区建设业务的经营优势出发，按照市场化原则，接受南京紫金（新

港）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科创）委托，承接开发区小漓江

生态绿地及周边区域综合整治工程及紫金（新港）科创特区载体北大、南大光电中试基地

改造工程；接受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开发总公司” ）委托，承接南京金龙化工

有限公司复建研发楼等工程、A.O.史密斯三期地块雨水管迁移工程、开发区政务大厅装修

工程。 上述工程合计总造价约11,700万元，预计共实现毛利约465万元。

由于公司董事万舜任紫金科创及开发总公司董事长，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与紫金科创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62.26万

元，与开发总公司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5,874.89万元，两者共计6,237.15万元，未超

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二、关联方介绍

委托方紫金科创注册资本130,000万元，注册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际控制人：

南京市国资委。 法定代表人：万舜。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项目开发；创业、实业、风险、股权投

资；投资管理及信息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建筑安装工程施工等。 公司董事万

舜先生任紫金科创董事长。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紫金科创

（合并口径）资产总额51.6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8.31亿元；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

4.04亿元，净利润0.18亿元。

委托方开发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股份268,340,72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65%。 注册资本：346,363.5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实际控制人：南京市

国资委。 法定代表人：万舜。 经营范围：物资供应、国内贸易、投资兴办企业、项目开发等。 公

司董事万舜先生任开发总公司董事长。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审计，截止2014年12月31日，开发总公

司（合并口径）资产总额379.1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78.42亿元；2014年实现营业

收入49.46亿元，净利润7.51亿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高科建设从发挥自身从事园区建设业务的经营优势出发，按照市场化

原则，承建紫金科创及开发总公司以下工程项目：

（一）紫金科创相关项目

1、开发区小漓江生态绿地及周边区域综合整治工程。 该项目以项目管理模式承接，主

要包括南京开发区小漓江绿地及周边区域约1.5平方公里的拆违整治、垃圾清理、土方挖运

回填、绿化种植、景观建设等工程的项目管理。 工程总造价约6,000万元，预计实现毛利约

180万元。

2、紫金（新港）科创特区载体北大、南大光电中试基地改造工程。 该项目以项目管理模

式承接，主要包括紫金（新港）科创特区载体北大、南大光电中试基地厂房的外立面改造装

修、室外绿化景观改造等工程的项目管理。工程总造价约4,000万元，预计实现毛利约200万

元。

（二）开发总公司相关项目

1、南京金龙化工有限公司复建研发楼等工程。 该项目以总承包模式承接，主要包括南

京金龙化工有限公司复建研发楼、危险品仓库的建设及施工，工程总造价约400万元，预计

实现毛利约20万元。

2、A.O.史密斯三期地块雨水管迁移工程。 该项目以总承包模式承接，主要内容为对A.

O.史密斯厂区内原雨水管的改迁施工，工程总造价约600万元，预计实现毛利约30万元。

3、开发区政务大厅装修工程。 该项目以项目管理模式承接，主要内容为对开发区政务

大厅部分楼层装修的项目管理，工程总造价约700万元，预计实现毛利约35万元。

上述工程合计总造价约11,700万元，预计共实现毛利约465万元，对公司不构成重大影

响。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从发挥自身从事园区建设业务的经营优势出发，按照市场化原则

积极参与所在园区的综合整治和园区配套设施建设工作，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该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5年10月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南京高

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承建开发区内相关项目的议案》， 关联董事万舜先生回避了此项议案

的表决，其他六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事前均认可上述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

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体

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文件；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南京高科 证券代码：

600064

编号：临

2015-036

号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

3

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

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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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 （2015年修

订）》要求，特此公告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第3季度房地产业

务相关经营数据。

2015年1-9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

2015年7-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新开工面积11.92万平方米，上年同期无新开工；竣工面

积16.8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90%。 2015年1-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新开工面积14.90万平方

米，同比减少72.58%；竣工面积26.3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29%。

2015年7-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5.64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2.72万平

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2.9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13.55%；实现合同销售金额57,708.24万

元（商品房项目49,188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8,520.24万元），同比增长96.53%。 2015年

1-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20.41万平方米（商品房项目11.12万平方米、经

济适用房项目9.2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6.04%；实现合同销售金额219,049.89万元（商品

房项目195,039万元、经济适用房项目24,010.89万元），同比增长22.88%。

2015年9月末，公司出租房地产总面积17.34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2.74万平方米、工业

厂房14.60万平方米）。 2015年7-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收入1,746.85万元（商业

综合体250.73万元、工业厂房1,496.12万元）。 2015年1-9月，公司房地产业务取得租金总

收入5,095.10万元（商业综合体658.05万元、工业厂房4,437.05万元）。

由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

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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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张利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金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陈培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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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1,383,940.42 6,859,901,211.58 3,281,726,679.66 -40.9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421,784,074.17 2,926,569,537.57 2,092,791,882.03 -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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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3,612,673.70 548,195,661.40 543,487,576.22 -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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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6,787,359,739.89 6,804,391,847.36 1,394,233,112.88 -0.2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37,433,748.24 163,292,315.96 67,685,284.26 -15.84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33,002,581.33 146,099,012.08 54,003,847.84 -8.9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32 5.44 3.11 增加0.8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2370 0.2816 0.1167 -15.84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2370 0.2816 0.1167 -15.84

注:� 2015年3月，公司实施完成了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公司前身哈药集团三精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精制药” ）以拥有的全部医药工业类资产及负债与公司控

股股东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 ）持有的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医药公司” ）98.5%股权进行置换，因本次交易合并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为此

本公司根据《会计准则》“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处理”相关要求对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

调整，上表中本报告期期初数及同期数为三精制药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医药公司的报表合

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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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34.57 -159,1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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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0,143.54 4,422,079.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30,876.10 1,251,901.13

所得税影响额 -35,177.67 -1,083,674.46

合计 1,285,676.54 4,431,16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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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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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33,894,354 74.8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医疗服务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9,420,606 1.62 0 无 0 其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06,300 0.57 0 无 0 其他

曾郁 2,818,500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汇添富医药

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651,492 0.46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合润分级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28,750 0.45 0 无 0 其他

平安资管－邮储银

行－如意10号资产管

理产品

2,066,145 0.36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轻资产投资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753,644 0.30 0 无 0 其他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国联安

鑫富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700,000 0.29 0 无 0 其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云睿创富2015－

2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023 0.28 0 无 0 其他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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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3,894,354 人民币普通股 433,894,35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20,606 人民币普通股 9,420,606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306,3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6,300

曾郁 2,818,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8,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药保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51,492 人民币普通股 2,651,49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628,750 人民币普通股 2,628,750

平安资管－邮储银行－如意10号资产管理产品 2,066,145 人民币普通股 2,066,14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产投资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1,753,644 人民币普通股 1,753,644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鑫富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睿创富2015－2号

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600,023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2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药保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人均为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轻资

产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管理人均为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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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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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项目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比例%

货币资金 354,128,164.62 595,248,973.75 -40.51

应收账款 2,081,158,433.92 1,726,719,388.84 20.53

短期借款 124,000,000.00 674,140,000.00 -81.61

货币资金较期初减少2.4亿元，其中资产重组置出4.2亿元，剔除该因素影响期末比期初

增加1.8亿元，增长104.3%。 主要是本期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长20.53%，因医药商业销售收入同比增加，按销售客户信用期相应

增加应收账款所致。

短期借款减少5.5亿元，其中资产重组置出4.2亿元，剔除该因素影响期末比期初减少2.9

亿元，下降70%。 主要是本期归还短期借款所致。

利润表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787,359,739.89 6,804,391,847.36 -0.25

销售费用 169,329,172.91 498,657,221.95 -66.04

管理费用 353,927,779.32 452,079,088.71 -21.71

财务费用 13,013,206.95 24,458,304.32 -46.79

资产减值损失 65,879,793.17 40,272,697.65 63.58

净利润 131,060,261.05 149,965,192.93 -12.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612,673.70 548,195,661.40 -68.3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255,112.15 -27,109,986.93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478,370.68 -108,029,385.14 不适用

营业收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变动主要是本期因资产重组影响 ，2015

年4-9月置出资产不再纳入合并范围，导致同比下降。

财务费用的减少主要是因借款较上期减少，利息费用同比下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的增加主要是本期应收账款增加导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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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于2015年4月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更名为“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变更为“人民同泰” ，证券代码不变。

相关公告已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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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目前，公司与控股股东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 ）之间的重

大资产重组项目已实施完成，资产正式交割完毕，并已依法办理了资产过户手续。 此次重

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哈药股份与本公司的业务定位更加清晰，实现了同类业务资产、负

债、人员的有效整合，两家公司分别成为医药工业、医药商业两个业务平台，公司主要从事

医药批发、医药零售等医药商业业务，哈药股份与本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得到了彻底

解决，至此，控股股东哈药股份的承诺已履行完毕。

相关公告已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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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利君

日期:2015-10-22

证券代码：

600829

证券简称：人民同泰 编号：临

2015-061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5

年

1-3

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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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及 《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现将公司2015年1-3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按经营业态区分

本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

毛利率

（%）

医药工业 462,484,851.52 53.76 1,333,175,530.50 55.02 -65.31 -1.26

医药商业批

发

5,499,756,048.07 6.23 4,669,299,829.43 6.19 17.79 0.04

医药商业零

售

762,682,691.74 26.34 728,383,905.72 25.39 4.71 0.95

其他 50,468,412.89 3.37 61,057,582.38 17.66 -17.34 -14.29

合计 6,775,392,004.22 11.71 6,791,916,848.03 17.94 -0.24 -6.23

其中医药商业按经营地区区分

本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

毛利率

（%）

省内 6,117,365,924.79 8.81 5,256,269,131.83 8.93 16.4% -0.12

省外 145,072,815.02 2.97 141,414,603.32 3.27 2.6% -0.29

注：医药工业数据为重大资产重组置出资产2015年1-3月份数据，置出资产自2015年4

月份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2015年7-9月份医药商业批发营业收入为17.08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1%，医药商业零售营业收入为2.4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6%。

二、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旗下人民同泰连锁药店共有直营门店318家，其中哈尔滨市内门

店240家 ,市外门店78家。

本报告期哈市内新增1家门店、关闭2家门店，明细如下表：

按经营业态区分

新增门店数量 关闭门店数量 变动时间

建筑面积

（平方米）

1 2015.7 82

2 2015.9 616

合计 1 2 698

关闭门店的主要原因为策略性调整、租赁合同到期等。

三、下一报告期拟增加门店情况

预计至2015年末，公司旗下人民同泰连锁药店拟新开9家门店，其中哈市内5家，哈市外

4家。

按经营业态区分

地区 门店数量 来源

建筑面积

（平方米）

预计开业时间

哈市内 5 已签约租赁 1202 2015.12.31前

哈市外 4 已签约租赁 1251 2015.12.31前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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