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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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江龙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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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7,742,220,110.09

48,850,537,738.21

注1

48,850,537,738.21 -2.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248,935,293.02 20,118,935,358.34 20,118,935,358.34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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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6,854,142.34 -21.38% 13,037,805,357.19 -3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281,922.78 -96.10% 12,350,928.27 -9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0,810,259.28 -274.77% -348,580,876.93 -14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41,811,039.99 -30.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95.00% 0.002 -98.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95.00% 0.002 -98.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2% 减少0.51个百分点 0.06% 减少4.59个百分点

注1：2014年12月，公司通过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方式取得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100%

股权，将其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根据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原则，公司编制上年同期及以

前年度比较合并财务报表时，对前期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追溯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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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67,357.14

转让股权及相关资产产生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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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600,242.85

政府项目扶持资金及奖励款，

其中本报告期收到8848.36万

元。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90,057,168.19

可供出售资产在持有期间的

投资收益

债务重组损益 348,814.44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000,000.00

受托经营管理资产取得的收

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39,102.15 罚款、违约金及赔偿款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364,215.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6,664.55

合计 360,931,80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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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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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8%

2,967,210,

990

2,622,372

中财明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78% 196,800,000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9% 155,428,15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4% 123,359,553

上海中创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9% 98,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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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7% 68,751,657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鑫1号证

券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0.83% 58,875,000

唐志辉 境内自然人 0.78% 54,986,852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0% 49,906,767

申万宏源证券－工商银行－申万宏

源宝鼎众盈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0% 49,41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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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2,964,588,618 人民币普通股

2,964,588,

618

中财明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800,000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5,428,152 人民币普通股 155,428,15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3,359,553 人民币普通股 123,359,553

上海中创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98,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8,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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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51,657 人民币普通股 68,751,657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汇鑫1号证券投资单一资金

信托

58,8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875,000

唐志辉 54,986,852 人民币普通股 54,986,852

上海昊益实业有限公司 49,906,767 人民币普通股 49,906,767

申万宏源证券－工商银行－申万宏源宝鼎众盈1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49,416,486 人民币普通股 49,416,4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以上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不含部分开展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未

到期归还部分。 以上股东唐志辉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54,986,

852股股票，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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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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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2013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5年5月21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13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40、编号2015-44公告。

2.核心骨干认购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投资公司股票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已通过认购了申万宏源宝鼎众盈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间接投资公司股票，该计划总规模为2.77亿元，主要投资于徐工机械股票，该计划已完成建仓。 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编号2015-60公告。

3.控股股东增持

2015年7月15日至7月17日，控股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

持公司股份共计 27,358,205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16%。

4.回购股份

2015年7月30日，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

案》。 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截至2015年9月30日，

公司尚未回购股份。

5.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年9月15日，公司201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2015年6月30日公司股份总数2,361,429,234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20股，合计转增4,722,858,468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7,084,287,

702股。 本次权益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9月22日，除权日为2015年9月23日。 2015年9月23日，

该方案已实施完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徐工机械：关于终止2013年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暨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15年05月0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40公告

徐工机械：关于控股股东计划增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

2015年0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59�公告

徐工机械：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的方案 2015年0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60公告

徐工机械：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的预案

2015年0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65�公告

徐工机械：关于购买徐州工程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所持徐州徐工信息技术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2015年0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66�公告

徐工机械：关于向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转让徐州徐工施维英机械有限

公司75%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2015年0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67�公告

徐工机械：关于第一大股东增持股份公

告

2015年07月1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73�公告

徐工机械：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的报告书

2015年08月1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78公告

徐工机械：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进展公告

2015年08月2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84�公告

徐工机械：关于2015年半年度利润分

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2015年08月24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85�公告

徐工机械：2015年半年度权益分配实

施公告

2015年09月1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编号2015-101�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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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徐 工 有

限

1、徐工有限承诺：徐工机械收购徐工有限持有的徐工基础100%股权，徐工基础100%股权交割日后的

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徐工基础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以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分别不低于人民币8,948.67万元、9,535.37万元和11,

143.83万元。 如徐工基础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 则由徐

工有限按照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徐工有限承诺：徐工机械收购徐工有限持有的徐州赫思曼50%

股权，徐州赫思曼50%股权交割日后的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徐州赫思曼2014年度、

2015年度、2016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5,790.15万元、6,052.31万元和6,210.56万元。如徐州赫思曼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的实际净

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则由徐工有限按照约定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014 年

01 月 01

日

2014-2

016年度

1、经审计，徐工基础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11,194.71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179.15万元，徐工有

限100%股权对应的201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实现

的净利润为11,179.15万元，超业绩承诺金额2230.48万

元。 2、 经审计， 徐州赫思曼2014年度实现净利润5,

419.84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93.57万

元，低于业绩承诺金额5,790.15万元。 徐州赫思曼2014

年度实现净利润达到业绩承诺的93.15%。 徐州赫思曼

50%股权对应的2014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实现的净

利润为2,696.79万元，徐工有限向徐工机械支付业绩补

偿款198.29万元。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徐 工 有

限;徐工

集团

1、徐工集团、徐工有限保证徐工机械独立性的承诺：保证徐工机械与徐工集团、徐工有限及其下属企

业在资产、业务、机构、财务、人员方面保持独立。 2、徐工集团、徐工有限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徐

工集团及徐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或徐工集团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不

会利用拥有的徐工机械实际控制能力操纵、指使徐工机械或徐工机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使得

徐工机械以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从事任何损害徐工机械利

益的行为。 徐工集团及徐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徐工集团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

其他公司与徐工机械进行关联交易均将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保证交易公平、公允，维护

徐工机械的合法权益，并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章程》，

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并及时予以披露。 3、徐工集团、徐工有限不同业竞争承诺：只要徐工集团、徐工有

限仍直接或间接对徐工机械拥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徐工集团及徐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或徐工集团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徐工机械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

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如徐工集团及徐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徐工集团拥有

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徐工机械发生同业竞争或与徐工机械

发生利益冲突，徐工集团将放弃或将促使徐工集团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徐工集团拥有实际控

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将徐工集团之全资子公司、控股

子公司或徐工集团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机

全部注入徐工机械。

2009 年

07 月 31

日

长期

1、自承诺以来，徐工集团、徐工有限认真履行承诺，在资

产、业务、机构、财务、人员方面与公司保持独立。2、自承

诺以来，徐工集团、徐工有限认真履行承诺，徐工机械与

徐工集团、徐工有限及其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关

承诺，信息披露符合相关规定。 3、自承诺以来，徐工集

团、徐工有限认真履行承诺，徐工集团、徐工有限及其拥

有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下属公司，与徐工机械经营范围

内所从事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徐 工 有

限;徐工

集团

徐工集团、 徐工有限关于未注入资产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和该部分资产后续计划的承诺 承诺内容：

2009年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徐工集团、徐工有限未注入徐工机械的工程机械资产包括对徐州徐工筑

路机械有限公司、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及五家合资公司（徐

州赫思曼电子有限公司、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徐州罗特艾德回转支

承有限公司和力士（徐州）回转支承有限公司）的投资。 对该等资产的后续安排计划，徐工集团、徐工

有限承诺如下：1、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徐工有限承诺，在2009�年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后未来

五年内，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经过培育后，在其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同行业前列、资产质

量得到明显提高、盈利能力较强时，将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在适当时机注入到徐工机械。 2、徐

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徐工有限承诺，2009�年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后未来五年内，在撤出对卡特

彼勒（徐州）有限公司投资、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主要产

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同行业前列的前提下，将其在适当时机注入到徐工机械。 3、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租赁

有限公司：徐工集团、徐工有限承诺，2009�年重大资产重组交割日后未来五年内，江苏徐工工程机械

租赁有限公司盈利能力较强、融资租赁规模市场份额居同行业前列的前提下，将其在适当时机注入到

徐工机械。 4、五家合资公司徐州赫思曼电子有限公司（简称徐州赫思曼）、徐州派特控制技术有限公

司（简称徐州派特）、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简称美驰车桥）、徐州罗特艾德回转支承有限公司(徐州

罗特艾德)、力士（徐州）回转支承有限公司(徐州力士)：徐工有限承诺，未来在合资方同意、五家合资公

司盈利能力较强的前提下，将合资公司的出资在适当时机注入到徐工机械。 "

2009 年

07 月 31

日

长期

自承诺以来，徐工集团、徐工有限认真履行承诺:1、2011

年3月，徐工有限已将徐工筑路注入到徐工机械。2、经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201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变更

承诺、 延期将所持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注入公

司.承诺变更为：2016�年 12�月 31�日前，将徐州徐工挖

掘机械有限公司注入到徐工机械。3、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豁免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江苏徐工工

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注入公司。 4、2014年12月，徐工有

限已将所持有的徐州派特、徐州赫思曼、美驰车桥三家

公司全部股权注入到徐工机械。 2015年4月，徐工有限

将所持有的徐州罗特艾德、徐州力士两家公司全部股权

注入到徐工机械。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徐 工 有

限

股份增持承诺如下：公司第一大股东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承诺未来6个月内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5〕51号）和

《关于做好相关主体增持公司股票配套工作的通知》（上市部函〔2015〕632号）规定，通过证券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按市价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不少于3亿元（含3亿元）。 增持完

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

2015 年

07 月 09

日

截 至

2016年1

月8日

2015年7月15日-17日， 徐工有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共计 27,358,205股， 占公司已

发行股份的 1.16%，累计增持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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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元）

3,480

-

-

15,800 41,330.19 下降 61.77%

-

-

91.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0

-

-

0.0200 0.0580注1 下降 61.77%

-

-

91.58%

业绩预告的说明

主要原因主要有：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内外工程机械市场整体需求持续低迷，销售收

入及利润同比下降较大；受巴西经济继续下滑的影响，巴西雷亚尔贬值的汇率损失同比增

加；为进一步控制经营风险，提高经济运营质量，公司销售政策趋紧，对收入及利润也产生

一定影响。

注1：每股收益的上年同期数按照资本公积转增股本"10转20"后追溯调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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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24日

徐工体验厅；公

司518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工银瑞信 邢梦醒；

前海开源基金 陈

上；盈峰资本 祁滕；

公司经营状况及未来

发展方向。 未提供书

面资料。

2015年09月01日 上海裕景大饭店 其他 机构

国泰君安 吕娟及其

组织的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状况及未来

发展方向。 未提供书

面资料。

2015年09月16日 公司518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平安证券 满在朋

公司经营状况及未来

发展方向。 未提供书

面资料。

2015年09月21日

深圳福田香格里

拉大酒店

其他 机构

瑞银证券及其组织

的机构投资者。

公司经营状况及未来

发展方向。 未提供书

面资料。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董事长：王民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5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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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周建国、总经理陈茂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小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乔

彦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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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22,434,063.15 4,375,098,314.05 3.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61,764,419.08 2,161,537,401.78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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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50,552.32 56.28% 1,608,203,326.28 8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7,584,448.58 113.65% 233,992,272.96 3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8,001,073.77 121.08% 234,129,230.67 316.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03,676,523.78 237.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70 113.64% 0.2313 31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70 113.64% 0.2313 31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5% 0.97% 10.58%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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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9.2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5,839.09

主要是罚款支出和滞纳金支

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509.40

合计 -136,95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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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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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55% 642,884,262 0

汤一丹 境内自然人 0.82% 8,249,055 0

卢志高 境内自然人 0.43% 4,372,649 0

世纪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8% 3,822,900 0

中国证券金融

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34% 3,477,900 0

贺峤 境内自然人 0.18% 1,849,200 0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创新

经济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14% 1,418,200 0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境外法人 0.12% 1,256,733 0

中央汇金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1% 1,165,500 0

吴浩源 境外自然人 0.11% 1,10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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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42,884,262

汤一丹 8,249,055

卢志高 4,372,649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3,822,9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77,900

贺峤 1,849,2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创新经济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418,200

GUOTAI�JUNAN�SECURITIES

(HONGKONG)�LIMITED

1,256,73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65,500

吴浩源 1,109,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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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排名第2和第6位的股东为参与融资融券账户业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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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9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60,820万元， 同比增长85.31%； 营业利润31,659万元， 同比增长

289.00%；利润总额31,647万元，同比增长283.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399万元，同比增

长310.48%。 主要原因是公司房地产项目销售超过预期及公开出售了文锦仓库1-5层。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9,454,446.52

119,846,

192.64

-67.08% 主要是票据到期所致。

应收账款 150,319,749.21

84,388,

842.43

78.13% 主要是本期应收按揭房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47,234,423.16

17,821,

748.23

165.04%

主要是本期预付的材料款未满足结转

条件至存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47,462,914.74

12,436,

024.40

281.66% 主要是本期预缴土地增值税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516,639.54 314,159.41 64.45% 本期办公室装修费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780,000.00 -100.00% 本期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应付账款 310,286,662.49

541,538,

762.36

-42.70% 主要是本期支付工程款所致。

预收款项 585,975,552.88

144,315,

921.34

306.04% 主要是本期预售房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2,640,063.53

38,068,

842.03

-40.53%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度结算年薪所

致。

应付股利 131,515,800.00 应付中期分红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2,617,751.52

453,207,

700.00

-53.09% 主要是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盈余公积 42,174,614.67 4,974,391.15 747.83%

主要是本期计提法定盈余公积金所

致。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608,203,

326.28

867,838,

901.96

85.31%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结转增加

所致。

营业成本

1,031,161,

819.97

650,464,

153.20

58.53%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销售成本结转增加

所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3,173,859.22 61,785,122.95 164.10% 主要是营业收入增加所所致。

销售费用 27,783,991.06

20,943,

800.69

32.66%

主要是本期销售代理费及佣金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28,827,032.23 13,904,377.36 107.32%

是本期主要房地产项目已竣工验收停

止利息资本化所致。

营业外收入 721,429.25 1,374,647.24 -47.52% 主要是本期挞定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837,877.56 243,681.86 243.84%

主要是本期罚款支出和滞纳金增加所

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03,676,523.78

237,793,

355.50

237.97%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01,960,707.15

-25,168,

772.21

2094.38%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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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根据政府规划，东湖帝景名苑项目H312-0061宗地容积率由10.1降至5.8，相关手续已办理

完毕。为补偿公司，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出具文件，决定将减少的东湖帝景名苑

项目H312-0061宗地的建筑面积置换至[景田地区]法定图则08-22地块。

2015年8月26日，本公司和深圳市特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景田项目地块（宗地号：B304-0011）

的共同受让人，与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第一直属管理局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按照等价值置换的

原则，本公司将在该项目中分得21,085平方米的公寓面积，作为本公司因东湖帝景名苑项目调减容积率

而减少25,313平方米建筑面积的补偿。 该地块总地价款为人民币15,715.54万元， 其中本公司地价款4,

863.79万元，由原东湖帝景名苑项目地价款转入，不需要另外补缴。

截至2015年10月31日，东湖帝景名苑项目建筑工程许可已在办理之中，工程总承包招标准备工作亦

已同步进行;�景田项目已完成方案设计及审批，取得基坑及土方工程提前施工许可并已开始施工。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东湖帝景名苑项目进展及景田地块转

换进展情况

2015年08月2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半年度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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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或持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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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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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6

日

办公室

电话沟

通

个人

个人投资

者

咨询公司股价暴跌原因及应对危机的措施，未提供书

面资料

2015年07月31

日

办公室

电话沟

通

个人

个人投资

者

咨询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及半年报预约批露时间，未

提供书面资料

2015年08月31

日

办公室

电话沟

通

个人

个人投资

者

咨询公司半年报披露相关信息及半年度利润分配相关

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2015年09月29

日

办公室

电话沟

通

个人

个人投资

者

咨询公司三季度经营情况及三季报披露时间，未提供

书面资料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证券代码：

000029

、

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

A

、 深深房

B

（公告编号：2015-024）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9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2015年10月31日巨潮网（www.cninfo.com.cn）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029

、

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

A

、 深深房

B

（公告编号：2015-025）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于2015年10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十

五次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符合《公司法 》有关规定，会议经表决：

经审议，会议全部议案均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同意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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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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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韦中总、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金一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中瀚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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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948,472.64 335,127,172.07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87,337,217.76 301,149,079.19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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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4,997.67 -11.36% 77,969,373.94 -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394,433.21 81.46% -13,768,058.01 73.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871,231.86 33.33% -22,838,370.98 39.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5,672,388.40 171.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50.00% -0.090 8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 50.00% -0.090 8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2% -0.75% -4.68%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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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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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3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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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452.21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8,158,673.0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868.06

合计 9,070,31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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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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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88% 31,013,002 0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

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4.99% 7,788,234 0

丁仁涛 境内自然人 4.03% 6,285,000 5,985,000

上海瑞点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0% 5,933,395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9% 4,347,500 0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

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72% 4,241,646 0

宋爱萍 境内自然人 1.58% 2,460,296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商主题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25% 1,950,0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邮创新优

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2% 1,900,000 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18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1,87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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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 31,013,002 人民币普通股 31,013,002

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788,234 人民币普通股 7,788,234

上海瑞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33,395 人民币普通股 5,933,39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347,500 人民币普通股 4,347,500

中国银行－嘉实主题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4,241,646 人民币普通股 4,241,646

宋爱萍 2,460,296 人民币普通股 2,460,29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创新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深

1,879,908 人民币普通股 1,879,908

金纯 1,685,031 人民币普通股 1,685,0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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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增减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较期初增长54.17%

主要系对未来数月进行远期锁汇导致留存外币较多及投资理财

产品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 较期初增长150.28% 主要系本期客户采用背书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较期初增长260.03%

主要系本期机器设备、材料采购及公司资产重组中介机构的预

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较期初下降84.87% 主要系期末应收出口退税款及时收回所致。

在建工程 较期初下降80.88% 主要系期末大部分在建工程已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较期初增长100% 主要系本期远期结汇业务变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较期初下降41.33% 主要系上期计提应付职工薪酬在本期均已支付所致。

财务费用 较上年同期下降82.49% 主要系财务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较上年同期增长394% 主要系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较上年同期下降500.48% 主要系本期远期结汇业务按公允价值确认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较上年同期下降93.39% 主要系上期补提所得税汇算清缴费用，本期无需计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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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报告期内，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

员会无条件通过。 2015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

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5年8月2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2015年9月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

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复牌公告》。 2015年10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的公告》，公司将尽快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事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

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5年07月11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

2015年08月27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

组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复牌公告

2015年09月09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公告

2015年10月30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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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避免同业竞争

2012年02月

13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中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保证上市公司

独立性

2012年02月

13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中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规范与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

2012年02月

13日

长期 严格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

人员

关于股份锁定

任期内及离任

后十八个月

严格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5年度净利润（万元） -2,800 至 -1,5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99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与上年同期相比：公司业务整体有所下滑，无绳业务受国际经济形势

低迷的影响，继续呈现惯性下滑，新增笔电、手机、TV业务的增长仍然

不足以覆盖老业务的下降。 公司目前进行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费

用增加。

截至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通过，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

件，重组事项最终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事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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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韦中总

2015年10月31日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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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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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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