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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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明虬、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国昀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国昀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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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8,420,818.24 1,193,259,918.38 6.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66,822,355.07 830,953,710.04 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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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519,534.93 26.48% 1,763,436,646.04 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484,360.39 214.19% 59,195,618.27 4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071,700.41 190.84% 55,014,702.81 51.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9,220,944.63 95.0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211.11% 0.67 42.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211.11% 0.67 42.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 163.27% 5.05%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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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3,630.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010,923.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93,638.50

合计 4,180,915.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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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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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明虬 境内自然人 46.48% 40,895,171 40,895,171

昌吉州首创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其他 6.11% 5,372,109 5,372,109

吴红心 境内自然人 5.64% 4,965,137 0 质押 2,600,000

余欢 境内自然人 3.71% 3,263,266 3,263,266 质押 1,200,000

程晓文 境内自然人 1.65% 1,450,470 1,450,47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二组合

其他 1.60% 1,404,12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48% 1,305,504 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一组合

其他 1.18% 1,039,783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外延增长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14% 1,004,023 0

中国建设银行－

国泰金鼎价值精

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93% 814,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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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红心 4,965,137 人民币普通股 4,965,137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 1,404,120 人民币普通股 1,404,12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

施罗德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5,504 人民币普通股 1,305,504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1,039,783 人民币普通股 1,039,78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004,023 人民币普通股 1,004,023

中国建设银行－国泰金鼎价值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14,781 人民币普通股 814,78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

先进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

马希骅 782,800 人民币普通股 782,8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

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729,000

陶凯 671,514 人民币普通股 671,5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报告期末，朱明虬持有本公司46.48%的股权，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东昌吉州首创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42.99%的股权，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合计43,204,476股，占

公司的股权比例为49.10%，朱明虬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股东中，朱明虬与

余欢之间系舅甥关系；徐兴荣系朱明虬配偶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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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期末较期初减少45.99%，主要是客户减少了银行承

兑汇票结算方式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33.39%，主要是公司新增加的供应

商按合同规定增加预付款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较期初增加8521.52%，主要是公司本年增

加了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参与投资电视剧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较期初减少36.26%，主要是公司老办公楼装修

完成转入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5、长期待摊费用期末较期初增加128.23%，主要是公司老办公

楼装修完成转入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6、应付票据期末较期初增加37.40%，主要是公司增加了银行承

兑汇票结算方式所致；

7、预收款项期末较期初增加90.56%，主要是对新开拓的客户按

合同规定增加预收款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38.16%，主要是公司本年可抵扣的

增值税进项税较多，导致应交增值税比期初减少所致。

（二)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年初到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51.50%，主

要是本年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较多，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比去年同

期减少，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年初到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94.53%，主要

是公司本年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速应收账款的收回，冲回上年已计

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3、营业利润年初到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55.84%，主要是本

年营业收入增加，同时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速应收账款的收

回，冲回上年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4、营业外收入年初到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31.05%，主要是

公司较上年同期收到的政府项目补贴金额减少所致；

5、营业外支出年初到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60.21%，主要是

公司减少了对外捐赠所致；

6、利润总额年初到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52.17%，主要是本

年营业收入增加，同时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速应收账款的收

回，冲回上年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7、所得税费用年初到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63.54%，主要是

利润总额增加，计提所得税费用所致；

8、净利润年初到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48.12%，主要是本年

营业收入增加，同时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速应收账款的收回，

冲回上年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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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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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美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公司将及时提出股份回购预案，并提交董事会、股

东大会讨论，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不含原股东公开

发售的股份），回购价格按照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

整）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确定，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

序实施。 在实施上述股份回购时，如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另有规

定的从其规2014年1月23日定。

2014年01月

10日

9999-12-31

严格遵守该承

诺

思美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

2013年至2015年度，公司在足额预留法定公积金以后，每年向股东

现金分配股利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15%；进行利润分

配时，现金分红在该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具体

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年01月

01日

2016-12-31

严格遵守该承

诺

朱明虬

"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导致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

大、实质影响的，将依法购回首次公开发行时本人已转让的发行人

原限售股份（如有），购回价格按照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

应调整）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确定，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程序实施，在实施上述股份购回时，如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014年01月

10日

9999-12-31

严格遵守该承

诺

朱明虬

（1）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2）公司股票上市

三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发

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3）朱明虬承诺在其实施减持时

（且仍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至少提前五个交易日告知公司，并

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2014年01月

23日

2019-01-23

严格遵守该承

诺

朱明虬

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且本承诺不因职务变更或

离职等原因终止。

2017年01月

23日

2019-01-23

严格遵守该承

诺

朱明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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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发生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的

情形，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且不因职务变

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2014年01月

23日

2017-01-23

严格遵守该承

诺

朱明虬

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若发生公司股票收盘价格持续低于每股净资

产的情形，且该情形持续达到20个交易日时，本人承诺将以稳定股

价方案公告时,本人所获得的公司上一年度的现金分红资金增持公

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

2014年01月

23日

2017-01-23

严格遵守该承

诺

杭州首创投资

有限公司

（1）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2）公司股票上市

三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若发

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3）公司股票上市三年后，首创投资

承诺将在实施减持（且仍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时，至少提前五个

交易日告知公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2014年01月

23日

2019-01-23

严格遵守该承

诺

杭州首创投资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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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4年01月

23日

2017-01-23

严格遵守该承

诺

吴红心

（1）公司股票上市后一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2）公司股票上市

一年后的二年内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其发行前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即175万股；（3）吴红心承诺将在实施

减持（且仍为持股5%以上的股东）时，至少提前五个交易日告知公

司，并积极配合公司的公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2014年01月

23日

9999-12-31

严格遵守该承

诺

吴红心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014年01月

23日

2015-01-23

严格遵守该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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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承诺事由 10.00% 至 60.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7,790.12 至 11,331.09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081.9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2015年营业收入较上年有所增长，同时公司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加

速应收账款的收回，冲回上年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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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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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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锡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志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洪玮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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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129,918.05 440,065,895.10 3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41,562,794.71 272,203,842.26 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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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29,299.94 -0.75% 278,368,725.82 3.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0,431,945.26 -1.82% 36,630,647.91 12.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595,726.04 -0.25% 36,642,701.82 13.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9,643,520.04 -415.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26.67% 0.44 -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26.67% 0.44 -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55.91% 9.29% -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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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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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2,000.00

收汕头市知识产权局项目经

费160,000.00元；收金平区财

政局广货网上行活动市场主

体奖励资金30,000.00元；收

汕头市知识产权局金平区第

一批专利申请授权资助金2,

000.00元；收金平区财政局省

级科技专项资金100,000.00

元；收金平区财政局专项资金

（上市奖励金）880,000.00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02,663.74

付汕头市金平区慈善总会扶

贫捐款1,000,000.00元。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27.16

合计 -12,053.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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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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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天际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2.24% 40,551,111 40,551,111

星嘉国际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14.25% 13,680,000 13,680,000

汕头市合隆包装

制品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58% 8,240,000 8,240,000

汕头市南信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8% 3,720,000 3,720,000

汕头市天盈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51% 3,368,889 3,368,889

汕头保税区宜泰

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0% 1,440,000 1,440,000

揭阳市四方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 1,000,000 1,000,000

广州市创势翔投

资有限公司－鼎

盛对冲2号基金

其他 0.95% 910,000 0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0% 572,400 0

广州市创势翔投

资有限公司－鼎

盛对冲3期基金

其他 0.52%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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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创势翔投资有限公司－鼎盛

对冲2号基金

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72,400 人民币普通股 572,400

广州市创势翔投资有限公司－鼎盛

对冲3期基金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广州市创势翔投资有限公司－鼎盛

对冲基金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色木棉

*创锦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国金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创势翔进

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中融-融

慧点金11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75,026 人民币普通股 375,026

张晓芬 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聚星5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8,2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控股股东汕头市天际有限公司及股东星嘉国际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吴锡盾先生，上述两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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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同比 说明

应收票据 37,618,956.10 7,885,819.75 377.05%

主要原因为采用银行承兑票据结算的经

销商、商场等客户在当期有所增加

预付款项 59,412,506.18 15,477,614.10 283.86% 公司投资及生产经营增加预付款项

存货 69,788,451.88 47,151,516.55 48.01% 主要受公司年底销售备货需求的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 6,771,324.09 1,422,793.03 375.92%

主要受公司材料采购增加,待抵扣增值税

进项税相应增加

在建工程 208,732,457.38 145,420,953.92 43.54% 报告期继续建设南山湾产业园

应付账款 3,149,317.54 16,009,746.11 -80.33% 主要原因为支付供应商到期货款

应交税费 2,978,369.84 8,736,569.53 -65.91%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上缴了期初未交税金

长期借款 83,812,500.00 -100.00% 报告期提前归还了全部长期借款

股本 96,000,000.00 72,000,000.00 33.33%

报告期公司发行了2400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

资本公积 260,399,407.84 41,111,103.30 533.40%

报告期公司募集资金溢价,计入增加资本

公积

资产减值损失 -163,323.34 1,550,659.27 -110.53% 主要是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172,002.20 335,478.48 249.35% 主要是收到政府的上市奖金88万元

营业外支出 1,186,183.27 100.00%

主要是付汕头市金平区慈善总会扶贫捐

款100万元

所得税费用 6,008,414.71 9,459,527.59 -36.48%

主要为报告期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优惠税率15%,去年同期因高新技术

企业正审批中,按25%计提所得税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549,420.13 592,035.15 161.71% 主要是收到政府的专项奖金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222,668,042.01 168,817,199.37 31.90% 主要受公司材料采购需求的影响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32,755,213.38 18,009,420.63 81.88% 主要是与经营相关的费用增加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288,980,000.00 100.00%

2015年5月19日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400万股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51,000,000.00 73,000,000.00 -30.14% 主要原因为比去年同期减少贷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

134,812,500.00 23,812,500.00 466.14% 主要原因为提前还贷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43,463,604.20 100.00%

报告期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产生发行

有关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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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工商登记的公告》分别于2015年10

月13日、2015年10月16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司以自有

资金人民币500万元，拟在广东省潮州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从事生产、加工

及销售陶瓷制品业务。 2015年10月14日经潮州市工商部门核准全资子公司

名称为“潮州市天际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经营范围“生

产、加工、销售：陶瓷制品。

2、《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

告》于2015年10月27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潮州市天际陶瓷实业有限公司竞得位于潮州市潮安区东山湖特色

产业基地C08-01-02号地块、C09-01-01号地块。 于2015年10月27日正式

取得《成交通知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广东天际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工商登记的

公告》

2015年10月1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5-026

2015年10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5-027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2015年10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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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际电器、汕

头天际

如果首次公开

发行上市后三

年内任意连续

二十个交易日

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人上

一会计年度末

的每股净资产

时（如因除权

除息等事项致

使上述股票收

盘价与发行人

上一会计年度

末的每股净资

产不具可比性

的，上述股票

收盘价应做相

应调整）即触

及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的条

件，发行人及

控股股东、董

事（独立董事

除外）和高级

管理人员应在

发生上述情形

的最后一个交

易日起二十个

交易日内启动

股价稳定措

施，由发行人

董事会制定具

体实施方案并

提前三个交易

日公告。

2014年04月

27日

三年

未发生承诺所

涉及事项

汕头天际、星

嘉国际

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

份。

2014年04月

27日

三年 遵守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天盈投资

自发行人股票

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本公

司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

本公司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

份

2014年04月

27日

三年 遵守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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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

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5.00% 至 15.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4,927 至 6,666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79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市场情况变化，以及公司基建项目投产导致折旧费用等成本费用发生较

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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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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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麦少军、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洁坤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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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425,386.36 118,774,965.14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1,101,055.19 94,611,094.77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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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3,814.05 -6.19% 11,954,566.05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78,111.68 -935.06% -3,962,094.73 -81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78,111.68 -936.66% -3,962,094.73 -81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667,402.66 -262.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4 -935.06% -0.033 -7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4 -935.06% -0.033 -7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1.66% -4.27% -4.8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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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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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45% 25,400,000 0 质押 25,400,000

岳阳市财政局 国家 3.50% 4,149,165 0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9% 3,065,000 0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五矿信

托－盛时达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2.33% 2,763,190 0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3% 2,760,000 0

纪文金 境内自然人 1.35% 1,601,412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

盈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900,000 0

王槐茂 境内自然人 0.62% 730,000

金庆泰 境内自然人 0.60% 705,700 0

王代青 境内自然人 0.46% 54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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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恒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5,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00,000

岳阳市财政局 4,149,165 人民币普通股 4,149,165

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3,06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65,000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五矿信托－盛时达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763,190 人民币普通股 2,763,190

中国建设银行－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0,000

纪文金 1,601,412 人民币普通股 1,601,4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策略增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

王槐茂 7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000

金庆泰 705,700 人民币普通股 705,700

王代青 5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546,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大股东中，第1、2、3股东中，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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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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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于2015年1月23日接到公司第一大股东广东恒

润华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通知，拟将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

票并于当日停牌。

2、2015年3月31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布

了《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购买上海点点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事宜，并于

2015年4月1日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3、公司于2015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版）>议

案》。 本次董事会同意于2015年6月17日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公司股东大会于2015年6月17日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相关事宜， 并将该事项

上报中国证监会审核。

4、2015年7月1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1757号）， 并依法对公

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材料进行了审查。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2015年01月25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告编号：2015-001

《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2015年04月0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告编号：2015-020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版）>议案》

2015年0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告编号：2015-031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151757号）

2015年07月03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公告编号：2015-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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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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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至 -400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68.8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系：1、公司非公开发行相关费用较上年同期增

加；2、土地使用税新政策导致土地使用税金增加；3、转回确认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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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天润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麦少军

二0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