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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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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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适 独立董事 个人原因

1.3� 公司负责人傅建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为民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杜永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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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330,210.32 4,327,721,680.42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723,640,291.24 3,702,960,227.90 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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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755,629.24 -301,100,5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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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9,286,099.80 920,528,849.61 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345,956.98 72,046,857.52 18.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6,887,959.05 68,979,904.45 -3.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 2.54 减少0.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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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160.85 11,9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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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0,000.00 4,106,3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347.73 -486,624.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167,966.59 20,437,539.81

所得税影响额 -5,553,305.71 -5,588,361.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20,495.14 -22,817.50

合计 13,632,664.60 18,457,9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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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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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绍兴黄酒集团有

限公司

334,624,117 41.39 0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3,198,500 2.87 0 未知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

组合

22,998,561 2.84 0 未知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0,382,706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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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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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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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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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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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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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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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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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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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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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4,800 0.84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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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期末 期初数 增减幅度（%）

货币资金 176,881,285.48 403,765,892.68 -56.19

应收票据 1,375,799.12 3,279,075.00 -58.04

预付款项 43,998,367.62 22,325,695.03 97.08

在建工程 151,002,976.64 86,577,488.03 74.41

应付账款 245,645,889.64 349,794,615.71 -29.77

预收款项 2,382,332.24 99,896,896.90 -97.62

应交税费 22,162,692.47 55,812,201.31 -60.29

其他应付款 60,536,225.10 40,817,896.76 48.31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财务费用 -1,369,451.75 11,758,404.24 -111.65

投资收益 19,733,765.90 1,854,709.14 963.98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755,629.24 -301,100,573.43 58.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942,261.42 -118,616,634.35 69.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288,906.16 570,613,265.75 -111.44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减少主要系票据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增加主要系本期电视剧拍摄前期投入所致

在建工程增加主要系黄酒产业园区黄酒技术升级投入所致

应付账款减少主要系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减少主要系销售预收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税费所致

其他应付款增加主要系往来款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减少主要系本期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购买材料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及固定

资产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本期融资资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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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傅建伟

日期 2015-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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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宝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创佳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罗海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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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7,087,960.47 3,720,558,861.24 1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44,048,954.88 2,027,350,820.42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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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10,744.41 -44,219,6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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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998,300.60 933,686,480.14 -19.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024,949.45 44,984,178.79 -4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6,025,645.11 45,046,193.04 -4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0 1.28 减少0.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43 0.075 -42.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43 0.075 -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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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000.00 21,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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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3.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18,750.00 122.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106,250.00 -69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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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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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

限公司

137,717,

274

22.89 质押

110,000,

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

有限公司

80,140,

000

13.32 质押

60,000,

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分红－团险分红

7,611,803 1.26 未知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中融－金石1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4,519,600 0.75 未知 未知

陆国庆 3,914,700 0.6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卢珍 3,646,062 0.6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3,400,000 0.57 未知 未知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轻盐浩

熙价值驱动2号证券投

资基金

2,426,751 0.4 未知 未知

高凤洁 2,007,316 0.33 未知 未知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中融-金聚利证赢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2,000,0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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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137,717,274 人民币普通股 137,717,274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80,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140,0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团险分红

7,611,803 人民币普通股 7,611,803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

金石1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4,519,600 人民币普通股 4,519,600

陆国庆 3,91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914,700

卢珍 3,646,062 人民币普通股 3,646,062

山东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00,000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轻盐浩熙价值驱动2号证券投

资基金

2,426,751 人民币普通股 2,426,751

高凤洁 2,007,316 人民币普通股 2,007,316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金

聚利证赢1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上述股东中广东榕泰高级资具有限公司、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2）、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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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情况

序号 科目名称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幅度

1 预付账款 199,719,594.33 97,942,173.68 103.92%

2 其他应收款 13,315,188.62 5,065,188.62 162.88%

3 在建工程 551,960,845.47 360,384,980.27 53.16%

4 其他非流动资产 86,160,251.23 57,674,613.47 49.39%

5 应付票据 230,429,014.72 69,645,596.93 230.86%

6 应付账款 36,396,113.49 24,582,295.32 48.06%

7 应交税费 9,639,705.03 4,965,399.98 94.14%

8

应付债

券

1,179,500,000.00 790,562,500.00 49.20%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9 营业收入 750,998,300.60 933,686,480.14 -19.57%

10 营业利润 30,602,773.07 50,297,776.74 -39.16%

11 净利润 26,008,969.40 44,946,656.83 -42.13%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10,744.41 -44,219,687.22 不适用

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837,676.47 -1,704,966.07 不适用

变动原因：

1预付账款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期末采购预付款增加。

2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主要是由于本期末子公司其他应收款增加合并报

表造成。

3在建工程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加快工程建设，增加工程投入造成。

4 其他非流动资产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本期增加工程采购预付工

程及设备款。

5应付票据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本期增加以票据同供应商进行结算的比

例，期末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造成。

6应付账款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期末采购未付款增加造成。

7应交税费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期末应交增值税及其他税数值增大造

成。

8应付债券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在9月末发行了4亿元非公开定向债务融

资工具（简称"15粤榕泰PPN001"）造成。

9营业收入变动原因：主要是受宏观经济不景气，市场需求低迷及国内外

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所致。

10 营业利润变动原因：主要是受国内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降，致使

公司营业收入下降，而固定费用相对较高所致。

11 净利润变动原因：主要是受公司营业利润下降造成。

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主要是本期公司经营活

动现金流入相对增加、流出相对减少造成。

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主要是公司本期末发行债务工

具，筹资现金流入增加造成。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于2015年8月28日公告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并于 2015年9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782�号）；2015�年10月23�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278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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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同

业竞争

广东榕

泰高级

瓷具有

限公

司、揭

阳市兴

盛化工

原料有

限公司

不再从事与公司同

一或同类产品的生

产经营，从而避免对

公司的生产经营构

成可能的直接或间

接的业务竞争，不利

用其对公司的控股

或控制关系进行损

害公司和公司其它

股东利益的经营活

动。

2001- 否 是

其他承诺 分红

广东榕

泰实业

股份有

限公司

详见2015年6月27

日公司公告的《公

司未来三年

（2015-2017）股东

回报规划》

2015-2017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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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宝生

日期 2015-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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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正军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范思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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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9,413,397.96 8,878,236,935.61 8,878,236,935.61 2.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4,629,561,024.99 4,417,537,885.66 4,417,537,885.66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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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280,391.57 234,801,321.73 234,801,321.73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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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7,864,989,447.39 8,161,570,637.51 8,161,570,637.51 -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86,439,487.86 361,108,914.14 301,099,753.47 -20.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57,881,232.43 278,303,723.68 278,303,723.68 -7.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3028 9.9187 8.3391

减少3.6159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957 0.5407 0.4509 -2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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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5.33 -396,4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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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0,000.00 46,238,10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471,698.1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527,251.79 8,910,964.1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779,754.11 -13,806,087.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

后）

-1,269,884.99 -12,860,006.99

合计 7,069,377.36 28,558,25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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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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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旅集团公司 124,305,000 17.17 21,121,776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22,124,500 3.06 0 无 国有法人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0,475,000 2.83 0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0,008,908 2.76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928,533 1.92 0 无 其他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753,715 1.49 0 无 其他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海

汇系列－星石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9,961,402 1.38 0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9,417,944 1.30 0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9,169,675 1.27 0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7,994,254 1.10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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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青旅集团公司 103,183,224 人民币普通股 103,183,224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2,124,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24,500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4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75,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0,008,908 人民币普通股 20,008,90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928,533 人民币普通股 13,928,533

国寿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753,715 人民币普通股 10,753,715

海通资管－民生－海通海汇系列－星石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961,402 人民币普通股 9,961,40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417,944 人民币普通股 9,417,94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9,169,675 人民币普通股 9,169,675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7,994,254 人民币普通股 7,994,2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青旅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尚不清楚。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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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8.65亿元，较去年同期略有下滑；实

现净利润2.86亿元，较追溯调整后2014年同期减少20.68%，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净利润同比减少7.34%。 2015年三季度，公司继续坚持控股型企业架构，推

动筹备旗下控股子公司中青旅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和中青旅山水酒店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事宜。

前三季度，公司进一步明确遨游网定位，以遨游网为龙头，以客户需求为

导向，借助数据分析，带动公司内部资源有效整合，倒逼产品后台改变作业方

式，不断推进旅游服务的更加精细化、标准化、网络化，致力于线上线下协同发

展。 同时以遨游网为孵化和对接平台，收购专业全球旅拍公司本色视觉、推出

专业户外旅行品牌如是户外，战略投资出境目的地特色旅游服务预订网站七

洲网，延长服务链条，进一步打造产品和服务的丰富化、精品化、主题化。 三季

度，遨游网荣获“中国电子商务最具品牌价值行业网站” 奖。

公司会展业务前三季度实现业绩受到接待大型活动的季度性差异影响逐

步减弱。 三季度，会展公司传统业务发展顺利，新兴业务板块也快速成长。 报

告期内会展承办了2015国际生物经济大会、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等国际

型大会，并会展旗下的中青旅博汇中标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展馆管理

运营项目并携手会展天津公司助力2015天津绿博会，中青旅联合体育为田径

世锦赛提供赛事接待服务，为第五届北京国际网球高峰论坛提供服务并成功

举办自主汽车运动赛事“速度周末” 活动。

景区经营方面，乌镇景区经营业绩继续保持较大幅度增长，前三季度累计

接待游客626.90万人次，同比增长21.25%，其中东栅累计接待游客313.23万人

次，同比增长13.98%，西栅累计接待游客313.67万人次，同比增长29.50%，西

栅游客量首次超越东栅；实现营业收入8.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2.77%；实现

净利润3.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3.76%。 古北水镇景区，随着景区知名度的

提升、配套设施的完善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景区游客数量和人均消费均有

大幅度增长，前三季度累计接待游客109万人次，同比增长40%；实现营业收入

3.43亿元，同比增长135%。 濮院项目仍处于前期阶段。

中青旅山水时尚酒店继续保持平稳发展，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略有增长。

策略投资方面，中青旅创格科技的H3C分销业务和系统集成业务前三季

度营业收入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西南三省福利彩票经营业绩有所下滑；中青

旅大厦出租盈利能力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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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旅行社业务资源提前采购数量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乌镇二期开发工程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去年同期非经常性投资收益较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4年实施再融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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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公司拟向包括中国青旅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青旅集团"）在内的

不超过10家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青旅集团作为上述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作出承诺：青旅集团将以现金认购中青旅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所认购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均不转让，限售期届满

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公司控股股东青旅集团作为公司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认购方，为

规范关联交易，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作出承诺：（1）本次发行完

成后，青旅集团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青旅《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股东大会对有关涉及青旅集团事项的关联

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次发行完成后，青旅集团或其

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规范与中青旅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

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

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青旅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青旅集团和

中青旅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

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3、为确保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住宅地产业务方面不存在同业竞争，根据有

关规定，公司承诺如下：本公司房地产项目仅余控股公司慈溪绿城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的"慈溪玫瑰园"项目尚未销售完毕。 待该项目清算完毕后，公司将于

2017年12月31日前逐步战略性退出住宅类房地产业务，强化旅游主业业务发

展。 截至本公告刊登之日，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未来在不与控股股东

发生同业竞争的情况下，如果公司根据市场环境和发展战略的实际需要，拟继

续开展住宅类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将严格遵照主管机关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章

程要求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并及时进行披露。

4、针对2015年中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异常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

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

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青旅集团公司作出承诺：中国

青旅集团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2015年7月10日

起36个月内不减持中国青旅集团公司和中青创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中青旅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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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骏

日期 2015-10-26

证券代码：600138� � � � � � � � � �证券简称：中青旅 编号：临2015-031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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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人, 实到董事11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求， 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

申请金额为3亿元的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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