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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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国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颖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立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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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038,897.06 594,098,503.19 20.0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34,108,977.54 265,493,561.14 63.5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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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835,255.07 -73,752,334.12 -44.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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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083,026.08 278,438,548.99 21.42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7,159,397.62 -5,240,824.48 236.60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141,162.83 -5,550,320.11 228.66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1141 -2.3090 增加4.42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45 -0.0794 219.017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942 -0.0841 21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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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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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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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791.00 2452.7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68.65 -3,217.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1522.35 18,2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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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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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金国培 26,328,000 39.89 26,32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朱树旺 3,168,000 4.8 3,168,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束韶华 3,000,000 4.55 3,00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王狮实业

有限公司

3,000,000 4.55 3,000,0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李志明 2,640,000 4 2,64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喆 2,640,000 4 2,64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周英 2,640,000 4 2,640,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陆胜 2,376,000 3.6 2,376,000 无 境内自然人

金史平 2,112,000 3.2 2,11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沈颖华 2,112,000 3.2 2,112,000 无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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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建宾 539,526 人民币普通股 539,526

安徽赋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赋

成对冲9号证券投资基金

404,700 人民币普通股 404,700

亨通集团有限公司 325,1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100

邓润香 3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000

杭赛兰 312,6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60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17,307 人民币普通股 217,30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8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0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4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500

蒋明艳 13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000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卧龙一

期证券投资分级受益权集合资金

信托

1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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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中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1、2015年9月30日应收票据余额为2,474,790.02元，较期初减少58.10%，主要是银行汇票陆续到期

承兑。

2、2015年9月30日预付账款余额为8,852,970.88元，较期初增加130.90%，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签订

的合同额有所增加，特别是单个合同金额较大的项目增加，且密集开工实施，致使采购原材料及劳务相

应增加。

3、2015年9月30日其他应收款余额为23,591,526.79元，较期初增加48.29%，主要是项目投标保证

金、项目履约保证金等增加。

4、2015年9月30日存货余额为129,016,258.15元，较期初增加91.86%，主要是报告期末，公司在施

工项目增加，未达验收时点未确认收入及成本，使得在产品余额增加；同时，因在实施合同增加，原材料

余额也相应增加。

5、2015年9月30日其他流动资产余额为5,087,882.66元，较期初增加1108.22%，主要是在实施项目

增加，预交税金增加所致。

6、2015年9月30日在建工程项目余额为1,813,750.26元，较期初增加100%，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研

发中心建设在建投入。

7、2015年9月30日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为零，较期初减少100%，主要是报告期支付了上市中介费

用。

8、2015年9月30日短期借款余额为49,900,000.00元，较期初减少48.02%，主要是公司

按募集资金用途归还银行贷款1,980万元，按董事会审议通过，使用4,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截止报告期末用此资金末归还短期借款1,650万元，使得短期借款减少。

9、2015年9月30日应付票据余额为1,311,950.00元，较期初增加220.38%，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对外

开具银行汇票增加。

10、2015年9月30日预收账款余额97,641,614.13元，较期初增加46.30%，主要是报告期末在实施项

目较期初增加，且项目实施进度的不同，使得预收款相应变化而增加。

11、2015年9月30日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6,667,810.75元，较期初减少47.16%，主要是期初余额中

包含了预提上一年度的年终奖金。

12、2015年9月30日应交税金余额为368,334.03元，较期初减少97.14%，主要是上年期末应交流转

税及企业所得税较大幅增加。

13、2015年9月30日其他应付款余额为5,662,409.27元，较期初增加54.78%，主要是应付押金等款

项增加。

14、2015年9月30日股本余额88,000,000.00元，较期初增加33.33%，主要是2015年5月8日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上市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2,000,000股。

15、2015年9月30日资本公积余额为209,504,445.86元，较期初增加246.60%，主要是公司上市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2,000,000股，每股面值1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9.50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209,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37,940,650.88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171,059,349.12元，其

中：计入实收资本22,000,000.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49,059,349.12元。

16、2015年9月30日所有者权益合计余额434,108,977.54元，较期初增加63.51%，主要是公司上市

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

报告期，公司利润表项目中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1、本期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发生额为4,660,382.22元，同期比增加59.57%，主要是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税金相应增加；以及税种结构比例差异所致。

2、 本期公司实现净利润7,159,397.62元， 同期比增加236.61%， 主要是主营业务收入同期比增加

21.42%。

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中重大变动情况及原因：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6,835,255.07元，同期比减少44.86%，主要是本期合同

额及实施项目有所增加，按项目实施进度采购及劳务支出增加，同时支付税金、投标保证金等也相应增

加所致。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088,403.64元，同期比减少318.99%，主要是本期公司

研发中心建设在建投入增加。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16,641,485.50元，同期比增加300.52%，主要是公司上

市，股本及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4、本期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为189,013,424.36元，同比增加464.90%，主要是公司上市，股

本及股本溢价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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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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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国培

日期 2015-10-23

证券代码：

603918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26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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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金国培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

2、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上海银行万源路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加强公司的发展， 增强资金的流动性, 公司拟向上海银行万源路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万

元，期限为1年，主要用于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并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918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

2015-027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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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和材料于2015年10月16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其中监事邓宇辉1人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参与会议。

（五）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树旺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5�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的编制、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公司 2015�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要求，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未发现参与三

季度报告及正文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该事项详细情况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的《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5）。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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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国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司晓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宝山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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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9,225,565.06 1,263,709,450.93 1.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0,916,946.62 1,067,201,486.66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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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0,442.41 23,167,904.55 -1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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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54,720.87 186,676,597.30 -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715,459.96 24,129,920.94 -1.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12,031.33 23,957,438.39 -3.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 2.27 减少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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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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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64.58 374,593.7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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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889.00 296,644.4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56,438.40 -167,809.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69,315.18 503,4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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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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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42,729,215 13.31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763,636 9.27 0 无 0 国有法人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9,687,266 6.13 0 无 0 国有法人

易武 10,781,042 3.36 0 未知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07,900 1.03 0 无 0 国有法人

刘宏 3,074,800 0.96 0 未知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冯秀碧 2,026,450 0.63 0 未知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虞晓红 2,022,875 0.63 0 未知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睿祎 2,000,000 0.62 0 未知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喀什峰火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963,000 0.61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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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729,215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763,636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9,687,266 人民币普通股

易武 10,781,042 人民币普通股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307,9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宏 3,074,800 人民币普通股

冯秀碧 2,026,450 人民币普通股

虞晓红 2,022,875 人民币普通股

杨睿祎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喀什峰火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9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是一致行动人，上述四家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上述股东与

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是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注：根据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公告编号：临

2015-32），报告期，

公司控股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2,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7%。

报告期，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增持公司

股份3,307,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95,488,01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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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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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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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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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甘肃黄

羊河农

工商

（集

团）有

限责任

公司

不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

性竞争的业务，不利用对本公司的股权

关系和股东地位，作出有损本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任何行为，在中国境内的

任何地区，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在以后的经营或投资

项目的安排上避免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

成同业竞争，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

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同业竞争

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在同等条件下，

本公司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或投资的优先

选择权，或与本公司共同经营或投资相

关项目，如违反上述承诺，参与同业竞

争，将承担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全部损

失。

2004年2月

27日承诺，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甘肃省

国营八

一农场

不从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

性竞争的业务，不利用对本公司的股权

关系和股东地位，作出有损本公司及其

他股东利益的任何行为，在中国境内的

任何地区，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

事和经营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务，在以后的经营或投资

项目的安排上避免与本公司主营业务构

成同业竞争，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

抗力或意外事件的发生，致使同业竞争

可能构成或不可避免时，在同等条件下，

本公司享有相关项目经营或投资的优先

选择权，或与本公司共同经营或投资相

关项目，如违反上述承诺，参与同业竞

争，将承担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全部损

失。

2004年2月

27日承诺，

长期有效。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甘肃省

农垦集

团有限

责任公

司

①除按省政府授权对其受托管理的企业

（包括甘肃黄羊河农工商（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甘肃省国营八一农场、甘肃省国

营祁连山制药厂和甘肃省饮马实业公

司）行使行业管理的职权（包括人事任

免权）外，将不以任何方式指示或影响本

公司股东单位行使对本公司的股东权

利。 ??②不会利用其与本公司的关联关

系干预本公司的经营管理以及财务的决

策，做出有损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利益

的任何行为。 ??�③由于其所需经费均全

额由省财政拨付，因此其在任何时候不

需、亦不要求本公司向其或其管理的企

事业单位或任何第三方提供直接或间接

的财务协助（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或其他

任何形式的占用本公司资金、或要求提

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2004年2月

27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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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国柱

日期 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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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廷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栾尚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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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6,033,272.31 8,954,362,637.98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825,066,351.76 3,930,485,896.15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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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358,883.25 352,887,086.34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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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3,454,810.54 2,565,156,335.32 -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5,540,644.39 15,356,008.13 -78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2,305,377.60 9,888,306.79 -1,438.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72 0.37 减少3.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1 -8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7 0.01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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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7.28 22,464.8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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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600.00 35,046,542.1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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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392,316.99 1,061,783.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7,589,979.37 -9,027,204.8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32,577.93 -338,852.95

合计 -5,830,157.59 26,764,7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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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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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

有限公司

457,635,278 32.17 0 质押 386,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民生加银基金公

司－民生－民生加

银鑫牛定向增发2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

划

43,999,224 3.09 0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38,252,100 2.70 0 未知 国有法人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24,383,300 1.71 0 未知 国有法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0,985,60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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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5,60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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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5,60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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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5,60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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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5,60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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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5,600 0.77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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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457,635,278 人民币普通股 457,635,278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民生－民生

加银鑫牛定向增发2号分级资产管

理计划

43,999,224 人民币普通股 43,999,22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25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8,252,100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4,383,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83,3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9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5,6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9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5,6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9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5,6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9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5,6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9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5,6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0,98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85,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有无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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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688,774,003.00 1,128,920,679.77 49.59 公司保证金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138,873,778.61 103,884,618.37 33.68

公司应收外部单位的

款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8,454,951.85 18,135,353.06 112.04

公司应收外部单位的

款项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22,002,000.00 74,002,000.00 64.86

公司子公司持有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1,600,531,636.32 956,777,000.00 67.28

公司加大票据支付比

例所致

应付利息 18,223,357.06 31,505,200.63 -42.16

公司支付上期计提的

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50,975,000.00 83,235,000.00 441.81

公司长期借款一年内

到期部分转入所致

长期借款 279,000,000.00 547,000,000.00 -48.99

公司长期借款一年内

到期部分转入一年内

到期非流动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 121,553,608.41 - 100

公司子公司应付融资

租赁款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21,036,794.59 -39,489,615.29 -46.73

公司本期联营企业亏

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36,923,391.91 6,508,939.99 467.27

公司本期子公司收到

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0,540,945.18 13,670,101.25 123.41

公司本期子公司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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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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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承诺所持公司股份二级市场价格减持不低于9.95元/股，

目前正在履行承诺，未有违反承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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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刚

日期 2015-10-24

证券代码：

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编号：临

2015

—

034

号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接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因业务所需将持有的本公司7000万

股无限售流通（占公司总股本的4.92%）股份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期限2年，上述股

权质押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3日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86

公司简称：金晶科技

公司代码：

600543

公司简称：莫高股份

公司代码：

603918

公司简称：金桥信息

B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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