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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大 西 洋 焊 接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0405

公司简称：动力源

公司代码：

600558

公司简称：大西洋

公司代码：

600233

公司简称：大杨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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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李欣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国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义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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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350,

715.33

2,681,454,

079.26

2,668,815,

975.25

-1.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03,274,

341.67

1,788,263,

693.82

1,784,105,

027.86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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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96,024.86 5,163,406.93 3,690,044.09 1,47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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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6,784,

979.85

1,708,940,

282.31

1,688,886,

221.40

-2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688,802.78 33,951,183.53 33,663,574.06 1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8,541,146.61 31,346,179.86 31,306,325.43 -72.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00 3.043 3.028 减少0.8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0 0.130 0.129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0 0.130 0.129 -3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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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2,795.57 26,084,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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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422.00 1,886,2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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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888.90 468,8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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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54.23 240,8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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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7,595.16 9,217,5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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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724.67 -449,479.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所得税影响额 12,558.90 -77,599.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72,495.73 -6,222,960.50

合计 7,397,894.36 31,147,6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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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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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7,302,

933

32.97

45,920,

172

质押

41,

925,

000

国有法人

金鹰基金－民生银行－金鹰基金·得壹海捷定增12号

资产管理计划

14,605,

741

2.44 0 无 0 未知

金鹰基金－民生银行－金鹰基金·得壹海捷定增13号

资产管理计划

13,468,

501

2.25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8,043,399 1.34 0 无 0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4,079,299 0.68 0 无 0 未知

郑成清 2,347,641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姜子兰 2,199,600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龚志娟 2,100,000 0.35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43,062 0.34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1,948,132 0.33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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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1,382,761 人民币普通股 151,382,761

金鹰基金－民生银行－金鹰基金·得壹海捷定增12号资产管理计

划

14,605,741 人民币普通股 14,605,741

金鹰基金－民生银行－金鹰基金·得壹海捷定增13号资产管理计

划

13,468,501 人民币普通股 13,468,5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43,399 人民币普通股 8,043,39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盛世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079,299 人民币普通股 4,079,299

郑成清 2,347,641 人民币普通股 2,347,641

姜子兰 2,19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9,600

龚志娟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商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2,043,062 人民币普通股 2,043,06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1,948,132 人民币普通股 1,948,13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中，“金鹰基金－民生银行－金鹰基金·得壹海捷定

增12号资产管理计划”与“金鹰基金－民生银行－

金鹰基金·得壹海捷定增13号资产管理计划”为同一

公司不同理财产品。 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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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期末比期初下降31.88%，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下降37.87%,主要是期初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已背书或收回货款所致。

（3）应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长79.71%，主要是公司实行垫底赊销政策，即年初投放，年末回收，导致季末应收货款增幅较大。

（4）预付账款：期末比期初下降33.06%，主要是材料预付款减少所致。

（5）应收利息：期末比期初下降73.46%，主要是原计提投资理财收益本期收回所致。

（6）长期投资:期末比期初增长253.42%，主要是公司以土地作价4,769万元投资设立成都坦途置业有限公司所致。

（7）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长47.95%，主要是公司焊接产业园建设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8）工程物资：期末比期初增长244.70%，主要是工程物资采购增加所致。

（9）应付票据：期末比期初下降80.61%，主要是期初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支付和本期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10）预收账款：期末比期初下降34.59%，主要是市场疲软，收到预收款减少所致。

（11）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增加71.68%，主要是本期未交增值税和所得税增加所致。

（12）其他应付款：期末比期初增长60.82%，主要是本期应付工程款和保证金增加所致。

（13）股本：期末比期初增长50%，主要是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增加19,947万元所致。

报告期内主要损益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有：

（1）财务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39.99%，主要是本期借款减少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2）营业利润：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42.86%，主要是本期销售毛利减少所致。

（3）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2,465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用新都土地投资设立成都坦途置业有限公司所致。

（4）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加620.94%，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5）少数股东损益：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34.25%，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净利润减少所致。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项目同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有：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149万元，比上年同期516万元增加7,633万元，主要原因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减少额大于销售商品收回现金减少额、支付税费减少、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等综合影响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15,938万元，比上年同期-33,624万元减少17,686万元，主要为收回投资理财现金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4,676万元，比上年同期40,671万元减少45,347万元，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成功,收

到募集资金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3.2.1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公司于2015年7月1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5年7月18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的相关公告。 结合当前中国证券市场情况，为顺利推进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宜，2015年10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四

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事项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

于2015年10月10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非公开

发行方案尚需取得四川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目前，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2.2对外投资

硬面材料是用于强化工件表面的粉末或块状材料，能使工件表面的硬度提高、耐磨耐腐性增强，在表面工程领域被广泛应用；合金粉

末是硬面材料的一个类别，发展硬面材料符合国家新材料、节能环保、工业再制造等政策导向。 鉴于公司正积极推进焊接技术的多元化

发展与应用，上海九庆金属粉末有限公司在国内合金粉末生产领域拥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为加快推进公司涉足硬面材料行业，2015年7

月20日，公司与上海九庆金属粉末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合资设立自贡大西洋特种金属粉末有限责任公司（暂定名）协议书》（以下简称

“新公司” ），决定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进行硬面材料的开发、生产、销售以及从事硬面技术的研发、推广、转让、服务。 新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公司出资600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60%。 2015年9月17日，新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经自贡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登记的公司名称为自贡大西洋特种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自贡大西洋特种金属粉末有限公司的成立，将有助于公司进入焊接技术应用新领域，打造一个硬面材料生产、销售、应用服务为一体

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升公司竞争力。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015年7月10日，为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西

洋集团” ）承诺在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不排除在未来继续增持公司股

票（详情请见2015年7月1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关于维护

公司股价稳定措施的公告》）。 2015年7月20日，为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以实际行动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和公司股价的稳定，大西洋

集团承诺本年度不减持公司股票，并适时增持公司股票不超过200万股（详情请见2015年7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进一步措施的公告》）。

报告期内，大西洋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并已于2015年9月2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100万股股份（详

情请见2015年9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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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欣雨

日期 201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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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李桂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建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朱建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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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703,553.79 1,489,159,408.13 1.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059,339,435.31 1,041,030,741.8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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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4,947.75 18,077,820.47 -14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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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8,823,149.47 633,264,801.92 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4,619,845.67 38,238,106.51 -9.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958,009.09 12,813,379.22 8.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29 3.72 减少0.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98 0.2317 -9.4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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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4.78 -4,5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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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3 1,452,3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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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0,186.00 28,594,1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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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1,498,9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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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37.29 159,563.9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559,290.45 -5,867,407.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51,427.40 -5,171,168.61

合计 3,880,109.79 20,661,8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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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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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250,000 40.1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千石资

本-道冲套利1号、2号、3号、5号、8号、9号、10号、

11号共8个资产管理计划）

10,606,006 6.4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

划

3,348,400 2.03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200,000 1.9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沪

2,282,000 1.3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624,800 0.98 0 无 0 国有法人

周志坚 1,503,337 0.9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活力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95,590 0.7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于方旭 1,064,999 0.6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860,000 0.5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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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250,000

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千石资

本-道冲套利1号、2号、3号、5号、8号、9号、10号、

11号共8个资产管理计划）

10,606,006 人民币普通股 10,606,006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

划

3,348,4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8,400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成长焦点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019L－FH002沪

2,2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82,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62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4,800

周志坚 1,503,337 人民币普通股 1,503,33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民营活力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95,590 人民币普通股 1,195,590

于方旭 1,064,999 人民币普通股 1,064,999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

8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第一大股东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属于

第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关联法人，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第三

大股东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人为

公司的董监高及关键管理人员；除上述情况之外，公司未知其他前十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无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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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94,992,642.11 7,538,100.00 1,160.17

主要系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财

性投资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700,000.00 -100.00 主要系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应收利息 850,000.00 4,490,958.90 -81.07

主要系理财产品到期利息已收

回所致

其他应收款 43,746,729.01 2,696,296.71 1,522.47

主要系应收单位往来款项增加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

产

74,000,000.00 55,000,000.00 34.55

主要系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的理财产品按到期时间进行

重分类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57,140,376.25 59,140,376.25 165.71 主要系本期新增理财投资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713,478.71 4,066,205.45 -33.27

主要系收购英国合营企业外方

股权使其成为全资子公司所致

商誉 1,608,234.44 100.00

主要系收购英国合营企业外方

股权使其成为全资子公司所致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8,368,060.60 139.00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应交税费 10,585,666.82 7,215,821.32 46.70

主要系本期应交所得税增加所

致

应付利息 51,752.40 -100.00 主要系借款利息已付清所致

应付股利 39,633,888.84 28,021,747.80 41.44

主要系本期未支付的少数股东

股利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77,131.82 -111,715.98 169.04

主要系汇率变动使外币财务报

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4,106,700.14 2,336,017.41 75.80

主要系本期缴纳城建税及教育

费附加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4,972,974.32 -8,039,673.90 -86.24

主要系汇率变动使汇兑收益增

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86,924.42 -1,649,799.33 196.19

主要系本期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计提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524,150.19 895,135.73 -381.99

主要系本期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理财性投资市值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19,561.12 1,394,308.52 -84.25

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比去年同

期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其

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188,847.80 22,658.98 733.43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使外币财

务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说明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30,179,404.78 68,614,232.85 89.73

主要系本期支付的单位往来款

增加所致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11,956,719.19 56,591,636.65 -78.87

主要系本期比去年同期创世品

牌专卖店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2,606,429.41 667.33 主要系本期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20,980,533.08 32,072,203.59 -34.58

主要系本期支付少数股东股利

减少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6,929,102.87 1,708,873.74 305.48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使汇兑收

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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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10日， 公司公告了 《关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2015年10月14日公司3季报窗口期之前，本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人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继续购买了公司股票51,800股。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合计购买数量4,699,1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85%，成

交金额70,707,283.10元，成交均价15.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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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管增持完成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24号），截止

2015年10月6日，公司第一大股东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杨集团” ）增持了

公司股份25万股，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截止本

报告期末，大杨集团履行了上述承诺。

根据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千石创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千石资本” ）于

2015年7月16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千石资本保证未来6个月不减持大杨创世

拥有权益的股份，不排除未来7至12个月减少在大杨创世拥有权益的股份的可能性。 截止

本报告期末，千石资本履行了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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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桂莲

日期 2015-10-22

证券代码：

600233

证券简称：大杨创世 公告编号：临

2015-27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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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5年10月16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向

公司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议案。会议于2015

年10月22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9名董事李桂莲、胡冬梅、石晓东、李

峰、王漫、刘海、王振山、陈国辉、邹艳冬全部参加了会议。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李桂莲女士主持。

会议以记名和书面的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书面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本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

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需要修订《公司章程》第十三条：

原内容为：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服装制造、包装制品、服饰辅

料制造（以上由下属公司经营）；商业贸易（不含专项审批）；进出口业务（许可范围

内）。

现拟修订公司的经营范围。 修改后的公司经营范围为：服装制造、包装制品、服饰

辅料制造（以上由下属公司经营）；商业贸易（不含专项审批）；进出口业务（许可范围

内）；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生产；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项目投资及管理；企业管理服务；受托

资产管理；投资咨询；财务咨询。

书面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大连大杨创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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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宋华 独立董事 出差 陈际红

1.3�公司负责人何振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一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继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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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1,122,003.40 1,782,846,671.77 15.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49,060,885.57 745,554,761.13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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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95,277.18 -7,051,661.4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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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986,131.33 625,688,944.48 1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501,414.06 31,595,038.29 -88.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24,232.05 17,065,693.51 -1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47 4.33 减少3.8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8 0.075 -89.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8 0.075 -8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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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4.08 67,84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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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165.53 7,181,008.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1,035,170.93 -950,787.68

所得税影响额 78,503.26 -171,433.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88.77

合计 51,553.78 6,125,64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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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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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振亚 47,819,718 11.28 0 质押 47,500,000 境内自然人

周卫军 13,099,275 3.09 0 质押 3,035,000 境内自然人

台 林 10,960,000 2.5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 琼 10,400,000 2.45 0 质押 9,060,00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新能源汽车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

金?

2,935,885 0.69 0 无 其他

李坚志 2,560,600 0.60 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 海 2,560,000 0.60 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 军 1,290,200 0.30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量化核心证券

投资基金

1,013,727 0.24 0 无 其他

李荫峰 905,012 0.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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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振亚 47,819,718 人民币普通股

周卫军 13,099,275 人民币普通股

台 林 10,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 琼 10,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

国中证新能源汽车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2,935,885 人民币普通股

李坚志 2,560,6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 海 2,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 军 1,290,2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

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1,013,727 人民币普通股

李荫峰 905,012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何振亚、台林、周卫军、吴琼、黄海、李荫峰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一致行动情况。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变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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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票据报告期末数为13,911,122.10元，比期初数减少38.84%，其主要原因是：公司的银行承

兑汇票到期收回或背书转让减少所致。

（2）预付款项报告期末数为37,812,308.28元，比期初数减少39.90%，其主要原因是：原预付的工程

款收到发票转入工程成本所致。

（3）存货报告期末数为356,806,464.65元，比期初数增加35.99%，其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规模扩

大相应增加了生产、采购量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数为6,044,832.15元，比期初数增加126.42%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期留

抵尚未抵扣增值税增加所致。

（5）在建工程报告期末数为240,268,526.54元,�比期初数增加53.36%，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6）应付账款报告期末数为542,591,488.09元,�比期初数增加53.49%，其主要原因是：公司销售规

模扩大相应采购量增加所致。

（7）应交税费报告期末数为2,369,554.93元,�比期初数减少81.99%，其主要原因是：本期缴纳2014

年12月增值税等税费所致。

（8）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数为21,979,736.32元,�比期初数增加66.07%，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单

位往来增加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报告期末数为45,750,000.00元，比期初数减少40.58%，其主要原因

是：母公司偿还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10）长期借款报告期末数为121,250,000.00元，比期初数增加110.87%，其主要原因是：母公司增

加银行借款所致。

（11）长期应付款报告期末数为100,951,203.07元，期初数为0元，其主要原因是：母公司本期进行

售后回租所致。

（12）递延收益报告期末数为6,599,607.84元，比期初数增加49.67%，其主要原因是：本期与资产相

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3）销售费用年初至本报告期发生数为123,502,715.70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21.13%，其主要原

因是：销售费用中职工薪酬、工程费、运输费、售后费用及技术服务费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4）资产减值损失年初至本报告期发生数为-3,809,437.94元，比上年同期数少1,248,225.18元，

其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回已提取坏账准备数大于上年同期数所致。

（15）营业外收入年初至本报告期发生数为12,801,759.39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32.29%，其主要原

因是：本期母公司收到政府补贴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6）所得税费用年初至本报告期发生数为1,408,142.06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103.02%，其主要原

因是：母公司递延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7）收到的税费返还年初至本报告期发生数为7,288,556.60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238.93%，其主

要原因是：母公司以及子公司北京迪赛奇证科技有限公司收到的退税款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18）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年初至本报告期发生数为473,358,865.7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8.07%，

其主要原因是：对保理借款由“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重分类调整到“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使本期母公司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19）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年初至本报告期发生数为34,318,153.56元， 比上期减少

86.97%元，其主要原因是：对保理借款由“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重分类调整至“取得借款收

到的现金” 所致。

（20）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年初至本报告期发生数为386,653,315.93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28.79%，

其主要原因是：对偿还保理借款由“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重分类调整到“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使本期母公司偿还到期借增加所致。

（21）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发生数为43,067,307.8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4.39%，其

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偿还保理借款由“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重分类调整到“偿还债务支付

的现金” ，对支付保理借款利息由“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重分类调整到“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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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6,439.95万元，其中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累计投入3,006.33�万元，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累计投入 6,078.51万

元，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累计投入855.11万元，补充流动资金6,500.00万元。

截至2015年9月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4,239.20万元（含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形成利息收入及支付手

续费差额52.45万元）。

2、 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6日、2015年8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5年8月7日、2015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上披露的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及其他相关披露文件。

3、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9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其他相关

披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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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及时严

格履行

与股改相关的

承诺

股份限售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何振亚先生

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上述期限届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

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且出售价格不低

于8.00元人民币。

是

其他承诺 其他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何振亚先生

从2015年7月10日起至未来6个月内，公司控股

股东承诺不减持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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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振亚

日期 2015-10-22

证券代码：

600405

证券简称：动力源 编号：

2015-055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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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2日通过电话和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2日上午9:00在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区星火路8号公司4楼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何振亚、吴琼、周卫军、田常增、胡一元、韩宝荣、陈际红亲自出席会议并表

决， 独立董事宋华因出差委托独立董事陈际红代为出席并表决， 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振亚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通过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如无说明均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和报告摘要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宁波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

授信期限一年。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授信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人民币，

授信期限一年。

特此公告。

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2日

大 连 大 杨 创 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