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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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于荣强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妹芳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曹新春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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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033,896.91 5,051,409,418.14 -5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317,690,798.13 1,310,341,330.42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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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500,757.71 -48.00%

1,190,697,

337.80

-3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72,048,111.52 390.36% 7,297,635.58 11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1,813,909.60 382.80% 7,086,306.40 11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676,731,

331.19

-278.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398.51% 0.01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398.51% 0.01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9% 7.32% 0.56%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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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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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9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4.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953.29

合计 211,32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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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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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荣强 境内自然人 35.54% 329,240,000 329,240,000 质押

325,710,

00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1.35% 12,530,0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83% 7,652,600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23% 2,090,571

封艳 境内自然人 0.22% 2,048,100

洪群力 境内自然人 0.20% 1,841,700 1,841,700

陈红娟 境内自然人 0.17% 1,594,500

蒋荣贵 境内自然人 0.17% 1,553,700

付自芳 境内自然人 0.17% 1,540,380

华维 境内自然人 0.15% 1,43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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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素芬 12,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0,000

夏重阳 7,652,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52,600

陈峰 2,090,571 人民币普通股 2,090,571

封艳 2,04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8,100

陈红娟 1,59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4,500

蒋荣贵 1,55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3,700

付自芳 1,540,380 人民币普通股 1,540,380

华维 1,43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2,6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7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1,500

唐建春 1,2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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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89.59%，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

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2：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100%，主要是公司票据流转速度加快所致。

3：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74.34%，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

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4：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32.40%，主要是公司本期预付青海鲁丰鑫恒铝材有限公司货款

增加所致。

5：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36.80%，主要是本期公司新增应收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款所致。

6：存货较年初减少83.39%，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

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7：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92.19%，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

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8：固定资产较年初减少86.01%，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

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9：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100.00%，主要是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的股权，其

在建工程项目不再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10：无形资产较年初增长75.36%，主要是本期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土地款转至

无形资产核算所致。

11：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长100.00%，主要是公司本期租赁写字楼所发生的装修费归

集入账所致。

12：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39.01%，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

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13：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95.41%，主要是本期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

土地款转至无形资产所致。

14：短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73.38%，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

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15：应付票据较上年同期减少89.66%，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

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16：应付账款较上年同期减少77.14%，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

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17：预收款项较上年同期增长654.11%，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

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本期公司预收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货款增加所致。

18：应交税费较上年同期增长减少52.35%，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

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19：应付利息较上年同期减少89.56%，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

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20：其他应付款较上年同期增长129.18%，主要本期是公司应付山东省博兴县亿博工贸

有限公司等往来款增加所致。

2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同期减少80.11%，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

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22：长期应付款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是公司应付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23：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2.32%，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48.94%，销售费

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0.08%，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0.74%，主要是公司14年处置青海鲁丰

鑫恒铝材有限公司80%股权、本期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2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78.76%，主要是本期公司及子公司

收到的往来款规模下降及公司14年处置青海鲁丰鑫恒铝材有限公司80%股权、本期处置博兴

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2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61.51%，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回广东喜

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京致宏投资有限公司、收到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所致。

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14.17%，主要是本期公司贷款规

模降低、贷款利率下降、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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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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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非公开

发行股

东于荣

强

于荣强承诺自鲁丰环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认购的鲁丰环

保股票，也不由鲁丰环保回购该部分股票。

2012

年11

月02

日

2012.

11.30

-201

5.11.

29

严格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股东洪

群力、庞

树正、郭

茂秋、于

荣家、穆

昱杉、王

连永、卢

宪娥、冯

振吉、黎

屏、赵俊

祥、柳青

波

1、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交易

的相关规定；2、若本人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3

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3、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

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

将其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2012

年02

月23

日

2013.

3.31

-201

5.12.

31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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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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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非公开

发行股

东于荣

强

于荣强承诺自鲁丰环保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

结束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次认购的鲁丰环

保股票，也不由鲁丰环保回购该部分股票。

2012

年11

月02

日

2012.

11.30

-201

5.11.

29

严格

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股东洪

群力、庞

树正、郭

茂秋、于

荣家、穆

昱杉、王

连永、卢

宪娥、冯

振吉、黎

屏、赵俊

祥、柳青

波

1、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交易

的相关规定；2、若本人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份；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3

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3、若在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

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 在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

将其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2012

年02

月23

日

2013.

3.31

-201

5.12.

31

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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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5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1,500 至 2,5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4,580.1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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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荣强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

002379

股票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

2015－072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

201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1日以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5日在青岛市

崂山区香港东路杰正财富中心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于荣强先生主持，应

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到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379

证券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

2015-073

鲁 丰 环 保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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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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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宏、费自力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雷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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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4,969,

541.12

2,810,732,

666.73

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13,125,

257.37

2,106,770,

650.07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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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982,216.91 29.04%

1,662,180,

535.23

23.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3,701,789.52 47.36%

114,970,

228.21

48.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3,717,391.26 17.65%

114,425,

527.68

42.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73,816,

838.15

736.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81 5.54% 0.1849 6.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81 5.54% 0.1849 6.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0.25% 5.31% -1.19%

注：因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2014年启动并实施完毕重大资产重组，即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事项，上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的本报告期和年初

至报告期末的总股本为621,826,786股，上年同期的总股本为445,521,564股。

公司报告期末至季度报告披露日股本是否因发行新股、增发、配股、股权激励行权、回购等原因发生

变化且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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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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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68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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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90.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68,433.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559.76

合计 544,7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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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36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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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46%

208,074,

832

106,813,

996

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86%

148,360,

844

148,360,

844

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5%

26,445,

783

26,445,

783

质押

26,445,

783

秦皇岛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

公司

国家 1.89%

11,742,

341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2% 3,844,483 0

米永峰 境内自然人 0.51% 3,164,953 0

戚石川 境内自然人 0.48% 2,965,000 0

孙晶 境内自然人 0.41% 2,561,034 0

广州市泰奇食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1% 1,903,30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睿元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30% 1,88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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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1,260,836 人民币普通股 101,260,836

秦皇岛市国有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11,742,341 人民币普通股 11,742,34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3,844,483 人民币普通股 3,844,483

米永峰 3,164,953 人民币普通股 3,164,953

戚石川 2,9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5,000

孙晶 2,561,034 人民币普通股 2,561,034

广州市泰奇食品有限公司 1,90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3,3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元三年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885,099 人民币普通股 1,885,099

卓玉珍 1,7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90,000

娄美玉 1,546,420 人民币普通股 1,546,4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上海峰幽

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是一致行动人外，未发

现上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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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期将全资子公司北京创世漫道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创世漫道)纳入合并范围，年初至报告期末和

本报告期的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分别增加31,368.01万元、11,295.50万元，增幅分别为23.26%、29.04%，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称净利润)同比分别增加3,736.79万元、761.80万元，增幅分别为48.15%、

47.36%。 受市场平淡、高端消费下降影响，年初至报告期末和本报告期的公司百货零售实现营业收入同

比分别减少7,134.12万元、3,812.96万元，降幅分别为5.80%、10.40%，实现净利润同比分别减少780.90万

元、73.33万元，降幅分别为6.2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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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或财务指标

本期末比

上年期末

增减变动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118.01万元，

是因公司间接控股公司安徽国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安徽国润)本

期出售了持有的开放式基金。

预付款项 1,094.94%

预付款项增加19,152.31万元，主要是因公司本期预付了收购广东长实

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通信)100%股权的交易价款。

应收利息 ＞30%

应收利息增加13.08万元，是因全资子公司创世慢道购买的、未到期理财

产品按期计提收益形成。

在建工程 -60.03%

在建工程减少318.39万元，是因全资子公司秦皇岛茂业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茂业控股)的SAP、ERP管理系统软件完工转入无形资产所致。

开发支出 ＞30% 开发支出增加73.91万元，是因创世漫道未完工的产品开发支出。

预计负债 45.11% 预计负债增加123.30万元，主要是茂业控股会员卡累计积分尚未消费。

未分配利润 31.64%

未分配利润增加10,502.10万元，是因创世漫道本期并入增加5,045.00

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 -100%

少数股东权益减少453.46万元，主要是茂业控股受让合肥通信技术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安徽国润0.17%的股权、安徽国润受让安徽新长江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省新长江商品交易有限公司10%的股权

所致。

报表项目或财务指标

本期比上

年同期增

减变动

变动情况及主要原因

管理费用 165.93%

管理费用增加6,004.20万元，主要是创世漫道并入增加4,377.19万元，

间接控股公司滁州茂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华美达广场酒店开业增加折

旧费568.88万元，母公司及茂业控股重组增加评估费、审计费等专业服

务费1,010.7万元。

财务费用 -297.85%

财务费用减少231.59万元，是因茂业控股和创世漫道委托理财增加了利

息收入。

资产减值损失 -124.02%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1,798.59万元，主要是安徽国润豁免了合肥得胜房地

产经纪有限公司所欠购房款1,405.81万元的，核销应收账款1,405.81万

元，影响年初到本报告期减少坏账准备1,705.81万元。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89.1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13.22万元，是基金出售前影响的本期收益下降。

投资收益 48.01% 投资收益增加24.01万元，主要是创世漫道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营业利润 34.81% 营业利润增加4,012.03万元，是因创世漫道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营业外收支净额 128.89%

营业外收支净额增加305.98万元，是因本期没有门店装修改造处置资产

形成的损失。

利润总额 38.26% 利润总额增加4,318.01万元，是因创世漫道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48.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3,736.19万元，是因创世漫道本期纳

入合并范围。

少数股东损益 100%

少数股东损益增加4.82万元，主要是茂业控股受让合肥通信技术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安徽国润0.17%的股权、安徽国润受让安徽新长江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省新长江商品交易有限公司10%的股权所

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0% 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1.10万元，是因本期没有上年同期的税费返还。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

工支付的现金

55.24%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3,397.27万元，主要是因本期合

并创世漫道形成。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

有关的现金

55.3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2,663.74万元，主要是因本期合并

创世漫道形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6.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5,302.90万元，主要是因公司本期

将创世漫道纳入合并范围增加现金5,273.5万元、茂业控股应付账款增

加5,349.42万元及商业零售收入下降支付给供货商的货款减少4,

617.17万元。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

-81.78%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111.20

万元，是因本期没有门店装修改造处置资产形成的损失。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

计

-59.7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减少111.20万元，是因本期没有门店装修改造

处置资产形成的损失。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支付的现金

-86.3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3,061.97万

元，是因本期没有门店装修改造购买固定资产。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

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20,320.28万元，主要是收购长实通信预付款20,

000万元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486.69%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增加17,258.31万元，主要是收购长实通信预付

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16.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17,369.52万元，主要是收购长实通

信预付款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48.1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901.08万元，是因本期现金

分红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

-48.16%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减少901.08万元，是因本期现金分红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8.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901.08万元，是因本期现金分红减

少。

母公司报表

项目或财务

指标变动说

明

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报告期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以母公司包括分(子)公司

的资产或股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茂业控股增资的方式，调整了公司分公司、子公司架构。 本

次架构调整完成后使得报告期末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本报告期母公司利润表、年初至报告期

末的母公司利润表和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发生变动，但是不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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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14年启动并实施完毕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了创世漫道100%的股权，由于系非同一控制下

的合并，创世漫道的财务数据自2014年12月1日起并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15年7—9月创世漫道实

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12,694.00万元、1,377.76万元，占同期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25.29%、58.13%；2015年1—9月创世漫道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35,495.32万元、5,045.01万元，占

同期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21.35%、43.88%。

2、年初至报告期末公司先后展开重大资产重组即：2015年重大资产购买和2015年重大资产出售。

(1)�报告期公司展开2015年重大资产购买工作，以支付现金120,000万元的方式购买广东长实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孝昌恒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孝昌长实锦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张文、李强合计持有的

广东长实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长实通信)100%的股权。 交易对价由公司通过自有资金、股东借款及银

行贷款等方式筹集，控股股东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中兆投资)为公司支付合计人民币100,000万

元的第二期交易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时中兆投资以协议转让方式向沈阳茂业置业有限公司、

沈阳茂业百货有限公司、临沂茂业百货有限公司、保定茂业百货有限公司、沈阳茂业时代置业有限公司5

名关联方合计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2,200万股； 向长实通信原实际控制人邹军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1,000万股。

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购买仍在实施中，因交易价款支付不过半，报告期没有合并标的公司长实通信

的报表。 长实通信2015年7—9月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29,638.83万元、2,025.40万元，2015年1—

9月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80,739.34万元、7,604.56万元，本次收购交易尚未影响公司报告期的经

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如果公司未来最终完成本次收购，公司将进入通信技术服务行业，通信网络维护将成

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能够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持续优化公司业务结构。有关重大资产购买情况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的查询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事项停牌 2015年1月8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

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

停牌

2015年2月16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董事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11)

复牌及预案 2015年4月27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证券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5—37)、公司董事会关于深交所重组问询函件内容及重

组预案修订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36)、公司关于重组

问询函的回复、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更新后)

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2015年5月9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5—42)、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44)、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

购买资产完成过户 2015年6月9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资产过户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54)

重大资产购买进展情况

2015年9月25

日、10月26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资产收购)实施阶段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91、2015—99)

(2)�报告期公司2015年重大资产出售在进行中，公司拟在北京产权交易所，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

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茂业控股100%的股权。截至报告期末，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为公司控股股

东中兆投资，确定成交价格为140,587.57万元。报告期后经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已经开始实施。 如果公司未来完成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公司将彻底退出百货零售

及商业地产业务，成为持有全资子公司创世漫道、长实通信股权的控股型公司，进入前景广阔的移动信息

服务行业以及通信网络技术服务行业， 将实现业务由传统零售领域向现代通信服务领域的全面升级转

型，有利于公司解决同业竞争，增强持续经营能力和获得较为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有关重大资产出售情

况临时报告披露网站的查询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事项停牌 2015年6月4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49)

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

停牌

2015年7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董事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65)

复牌及预案 2015年8月4日

巨潮资讯网：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证券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

2015—73)、公司董事会关于深交所重组问询函件内容及重

组预案修订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74)、公司关于重组

问询函的回复、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后)

公开挂牌情况及结果

2015年9月7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5—85)、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一次会议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86)

2015年9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公开挂牌出售资产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5—88)

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 2015年9月30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5—92)、关于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94)、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

重大资产出售进展情况

2015年10月24

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收到重大资产重组(资产出售)前两期交易

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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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中兆

投资

股份锁定承诺：中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中兆投资)认购的、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106,

813,996股36个月内不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

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2

年 11

月 10

日

自2012年

11月13日

本次发行

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

之日起36

个月内。

遵守了承诺。

2012 年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公 司 实

际 控 制

人 黄 茂

如先生

进一步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1) 在重组完成

后3年内，在监管政策允许范围内，启动茂业

国际A股上市公司业务整合工作；(2) 在重组

完成后， 茂业国际将根据境内外上市公司需

要及业务发展情况， 在符合国内外证券监管

法规并充分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前提下， 研究

上市公司业务整合方案， 具体方式包括吸收

合并、资产重组、A+H股上市等合法方式。 (3)

业务整合的最终目标是提高上市公司经营与

运作的规范性， 解决同业竞争和潜在同业竞

争情形，推动上市公司规范、健康、快速发展，

保护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

自2012年

11月13日

本次重组

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

上市之日

起3年内。

在承诺期限内。为履

行承 诺 ， 公 司 于

2015年启动重大资

产重组，公开挂牌转

让秦皇岛茂业控股

有限公司 100%股

权， 将彻底退出百

货零售及商业地产

业务以解决同业竞

争。 该项重大资产

出售经公司201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批准，已于报告期

后开始实施。

2014 年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鹰溪谷、

博 升 优

势、峰幽

投资

股份锁定承诺：孝昌鹰溪谷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简称鹰溪谷)、 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简称博升优势)、上海峰幽投资管理中

心(普通合伙)(简称峰幽投资)认购的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分别为148,360,844股、1,498,

595股、26,445,783股，锁定期为自认购股份

上市之日起36个月， 锁定期届满后按证监会

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4

年 12

月 18

日

自2014年

12月19日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

份在深交

所上市之

日起36个

月内。

遵守了承诺。

鹰溪谷、

博 升 优

势

业绩及补偿承诺： 创世漫道2014年度、2015

年度、2016年度对应的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6,059.55万

元、7,338.22万元、9,009.28万元，若创世漫道

在业绩承诺期间截至该年度期末的净利润数

额低于同期累计的承诺净利润数额，鹰溪谷、

博升优势应按照约定以股份和现金结合的方

式对本公司进行补偿。

2014

年 12

月 18

日

2014年至

2016年共

3年。

经华普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创世漫道

2014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实际净

利润为 6,209.25万

元，高于盈利预测承

诺数，未出现补偿情

形。

承诺履行将按

2015年度 、2016年

度审计结果确定。

2014年重组资产价值承诺：在上述业绩承诺

期间届满时， 经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

的资产评估机构对2016年期末的创世漫道资

产进行评估， 如创世漫道期末资产减值额>

业绩承诺期间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

价格＋已补偿现金总额，鹰溪谷、博升优势应

当按照约定对公司就创世漫道减值部分另行

以股份和现金进行补偿。

2016年期

末。

承诺履行将按2016

年期末评估结果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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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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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2015年05

月25日

秦皇岛市海阳

路200号秦皇岛

丽都国际酒店

会议室

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现

场

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

表

股东何毅及股东授

权代表米永峰、姜

任飞

内容已于2015年5月26日刊载

于深交所互动易本公司专页"

投资者关系"栏目(网址见注)

(未提供资料)

2015年05

月28日

石家庄太行宾

馆会议室

网路远程 其他

参加河北辖区上市

公司2015年度投资

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投资者

公司2014年年报、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经营情况等事项进

行沟通(未提供资料)

茂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刘宏

2015年10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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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学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欧建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欧建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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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4,607,181.24 14,488,589,167.90 3.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436,388,409.85 10,859,034,688.96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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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9,803,414.23 -25.40%

4,500,241,

337.87

-10.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7,876,993.79 -37.85%

1,293,864,

194.62

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6,154,225.24 -40.30%

1,100,156,

185.14

-7.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86,968,892.48 -17.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4 -38.46% 1.27 4.9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4 -38.46% 1.27 4.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3% -1.68% 11.42%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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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04,91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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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170,091.2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5,801,531.5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003,115.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5,548.26

拆迁支出 -65,026,098.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426,355.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74,737.79

合计 193,708,009.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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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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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2% 204,059,398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16% 142,841,4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2% 30,506,369

UBS���AG 境外法人 2.24% 22,583,847

亢简资产管理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1.57% 15,881,79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7% 12,811,200

BBH�BOS�S/A�FIDELITY�FD�-�

CHINA�FOCUS�FD

境外法人 1.23% 12,382,279

普信投资公司－客户资金 境外法人 1.12% 11,347,877

MERRILL�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1.04% 10,540,8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

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5% 9,582,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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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4,059,398 人民币普通股 204,059,398

罗伯特博世有限公司 142,84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60,6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580,8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0,506,369 人民币普通股 30,506,369

UBS���AG 22,583,847 人民币普通股 22,583,847

亢简资产管理公司－客户资金 15,881,792 人民币普通股 15,881,79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2,81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11,200

BBH�BOS�S/A�FIDELITY�FD�-�CHINA�FOCUS�FD 12,382,279 境内上市外资股 12,382,279

普信投资公司－客户资金 11,347,877 人民币普通股 11,347,877

MERRILL�LYNCH�INTERNATIONAL 10,540,825 人民币普通股 10,540,8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

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9,582,809 人民币普通股 9,582,8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第一大股东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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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114,179.30�万元，下降48.38%，主要是投资与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支出

增加所致；

2、应收股利：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26,625.62万元，主要是应收博世汽柴的股利；

3、其他应收帐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445.43万元，下降36.75%，主要是本期收到应收租赁等费用；

4、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165,402.66万元，增长91.24%，主要是委托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29,774.23�万元，下降35.26%，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

及公允价值变动减少所致；

6、在建工程：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27,126.89万元，增长56.82%，主要是公司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增加所致；

7、应付票据：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22,765.71万元，增长46.60%，主要是应付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8、预收款项:�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1,364.60�万元，下降31.17%，主要是期末客户预收款项减少所致；

9、应交税费:�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2,862.17�万元，下降40.83%，主要是期末应交各类税费减少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12,691.15，下降48.50%，主要是支付员工年终奖金等；

11、应付利息：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187.78万元，主要是报告期末应付长期借款利息较年初增加所致；

12、其他流动负债：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1,255.58万元，增长117.27%，主要是预计应付各类费用增加所致；

13、专项应付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加5,200.46�万元，主要是收到搬迁补偿款；

14、递延所得税负债：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1,042.90� ，下降43.79%，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减少所致；

15、其他综合收益：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5,862.59�万元，下降48.21%，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出售及公允

价值变动减少所致；

16、营业外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7,876.56�万元，主要是母公司拆迁损失补偿款；

17、营业外支出：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6,221.53�万元，主要是母公司拆迁费用的支出；

18、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10,478.06�万元，主要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出售及公允价值变动减少所致；

1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26,326.96�万元，主要是购买委托理财

产品及重大在建工程净支出较同期增加；

2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33,601.29�万元，主要是公司股份回购

支出及股利分配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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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募投项目的情况说明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计划及产能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报

告》，对募投项目中的WAPS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和柴油共轨系统零部件产能提升的项目、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的

计划及产能进行调整，将汽车动力电池材料及动力电池研发项目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公司回购股份的说明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回购公司部份A股股份的议案》，报告期末该回购事项

已实施完毕。 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49,999,607.07� 元回购了公司11,250,422� 股A股股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

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无锡威

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09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11,285.8万股，发行价格为25.395

元/股。 上述股份于2012年2月29日起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286,

602.89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为285,012.43万元。

2012年

02月28

日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

书摘要》（公告编号:�2012-12）刊登在 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关于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2013年

03月28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3年3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和 2013年5月23日召开的公司2012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投

资计划事项的议案报告》。

2013年

03月28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3-001）、《公司关于变更募投项目

投资计划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07）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3年

05月24

日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3-014）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

2014年

04月15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2014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2015年

04月23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年4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和 2015年5月28日召开的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调整部

分募投项目计划及产能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的议案》报告。

2015年

04月23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5-003）、《公司关于调整部分募

投项目计划及产能和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报告》（公告编号2015-010）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年

05月29

日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6）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2015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5年

08月25

日

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年7月21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二次

会议和2015年8月7日召开的公司201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回购公司部

份A股股份的议案》。

2015年

07月22

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15-025）、《公司关于回购公司部份

A股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15-027）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年

08月08

日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5-031）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于2015年8月14日开立了回购帐户，2015

年8月26日发布了《关于回购部份A股股份的

报告书》并首次实施了回购，2015年9月8日回

购方案实施完毕，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249,

999,607.07�元回购了公司11,250,422�股A股

股份，2015年9月16日回购股份注销完成。

2015年

08月26

日

《公司关于回购部份A股股份的报告书》（公告

编号2015-033）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2015年

08月27

日

《公司关于首次实施回购部份A股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37）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年

09月09

日

《公司关于回购部份A股股份方案实施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9）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5年

09月17

日

《公司关于回购部份A股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

动公告》（公告编号2015-040）刊登在巨潮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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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产业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和

ROBERT�

BOSCH�

GMBH

公司向大股东无锡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和境外战略投

资者ROBERT�BOSCH�

GMBH非公开发行发行A股

11,285.8万股股票于2012年

2月29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限售期为36个月。

已履行完毕。

36个月限售

期期限已满，

已申请解除

限售，上市流

通日期为：

2015年3月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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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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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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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60084

1

上柴

股份

199,208,

000.00

23,680,

000

2.73%

23,680,

000

2.73

%

239,

404,

800.00

1,231,

360.00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认

购

股票

00200

9

天奇

股份

69,331,

500.00

9,300,

000

2.90%

4,710,

000

1.47

%

69,001,

500.00

102,280,

390.13

可供出

售金融

资产

认

购

合计

268,539,

500.00

32,980,

000

--

28,390,

000

--

308,

406,

300.00

103,511,

750.13

-- --

2012年3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会议审议通过参与上柴股份非公开发行A股的认购,以13.46元/股

的价格认购上柴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1480万股，占上柴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2.72%。公司承诺于

本次认购完成后12� 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2012年3月23日-2013年3月22日）。 上柴股份于2012年6月4日

实施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10股派人民币0.50元现金（含税），每10股转增6股）。

报告期末公司持有上柴股份2368万股。 占上柴股份回购部份B股股份注销完成后的总股本的2.73%。

2013年5月根据公司《重大投资、财务决策制度》的规定权限，公司管理层经充分讨论并经董事长批准后

决定参与天奇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以7.455元/股的价格认购天奇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930万股，占天

奇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的2.9%。 公司承诺于本次认购完成后12个月内不得转让，限售期（2013年6月

4日-2014年6月3日）。 上半年公司出售了部份天奇股份，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天奇股份471万股，占天奇股份总

股本的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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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5年07

月01日-09

月30日

董事会

办公室

书面

问询

个人

公众投资

者

公司通过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

net/dqhd/sichuan/），在线回答投资者的问题240个。

2015年07

月01日-09

月30日

董事会

办公室

电话

沟通

个人

公众投资

者

公司基本面情况及对2015年市场的看法，电话与投资者

沟通100余个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81

、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苏威孚

Ｂ

公告编号：

2015-041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B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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