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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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章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志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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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1,558,982.36 10,453,672,876.12 0.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8,004,469,907.06 6,289,308,845.13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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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4,211,166.69 611,757,921.31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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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0,802,636.92 1,681,632,820.11 -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30,747,899.46 296,038,213.82 4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4,986,439.28 -23,162,768.04 682.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6 5.03 增加0.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838 0.2792 37.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838 0.2792 3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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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6,239.70 4,587,360.18

主要系公司处置固定资产

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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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95,171.47 269,942,874.65

主要系公司收到的机顶盒

补助资金在本报告期的摊

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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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9,660.63

主要系公司处置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拆迁补助 557,117.75 1,887,830.81

系前期收到的拆迁补偿款

在本期的摊销额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1,118,791.24 994,101.44

所得税影响额 -2,185.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99.43 -18,182.52

合计 83,456,320.73 295,761,46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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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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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480,323,

045

41.1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504,700 2.61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857,955 1.87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0,890,556 1.7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7,309,100 1.48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268,752 1.14 0 无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469,308 0.98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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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2,717 0.96 0 无 0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沪

9,167,413 0.78 0 无 0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

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

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0.7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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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480,323,045 人民币普通股 480,323,04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50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04,7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857,955 人民币普通股 21,857,95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20,890,556 人民币普通股 20,890,55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7,30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09,1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268,752 人民币普通股 13,268,75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力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1,469,308 人民币普通股 11,46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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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62,717 人民币普通股 11,262,717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8L－FH002沪

9,167,413 人民币普通股 9,167,413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1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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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321,279,670.23 181,044,486.45 77.46

主要系本报告期应收未收款项

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79,102,826.15 42,471,857.79 86.25

主要系公司购买涿州智慧云项

目意向地块支付土地出让金及

相关税费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2,323,218.64 8,826,664.57 39.61

主要系期末预交的各项税费重

分类至其他流动资产列报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82,121,066.51 12,195,159.76 1,393.39

主要系公司增资北京北广传媒

影视有限公司、北京北广传媒移

动电视有限公司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968,458.38 1,855,160.87 -47.80

主要系子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

项目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 5,584,897.83 -100.00 系到期票据结算所致。

预收款项 703,615,977.21 524,897,291.34 34.05

主要系本期预收信息业务收入

款项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6,308,858.17 121,140,326.15 -70.03

主要系本公司上半年发放上年

度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付利息 - 2,479,313.60 -100.00

系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期已全部

转股或赎回所致。

应付债券 - 1,476,837,638.17 -100.00

系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期已全部

转股或赎回所致。

递延收益 581,704,562.35 858,442,952.56 -32.24

主要系本期摊销政府补助收入

导致递延收益余额减少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 295,854,248.73 -100.00

系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已全部

转股或赎回，导致其他权益工具

转至资本公积所致。

资本公积 3,487,646,620.32 1,801,634,379.44 93.58

主要系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

致资本溢价增加所致。

3.1.2利润表相关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原因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

加

14,328,567.35 31,325,738.43 -54.26

主要系公司主营业务由缴纳营业税改为

缴纳增值税所致。

财务费用 -23,694,457.81 10,567,292.17 -324.22

主要系本期可转换公司债券已全部转股

或赎回，导致利息支出减少，同时利息收

入有所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6,063,184.38 26,374,754.18 36.73

主要系本期公司增资北京北广传媒移动

电视有限公司，原持有股权部分按公允价

值重新计量所致。

营业外支出 817,830.07 429,373.89 90.47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45,391.99 93,967,871.30 -98.78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按25%的税率计提

了企业所得税费用，2014年12月，公司在

获批免缴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后，冲销

了2014年当年已计提的企业所得税费

用，本期母公司未计提企业所得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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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做出如下决定：

一、不减持的决定

自2015年7月11日起在未来12个月内不减持其目前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二、增持的决定

自2015年7月11日起12个月内择机利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亿元增持本公司股票；同时，增持完成

后的 6�个月内不减持前述增持的股票。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15年7月1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票等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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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章鹏

日期 2015-10-30

股票代码：600037� � � � � � � �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2015－088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免税业务已缴增值税款退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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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施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4]85号），2014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对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

收视维护费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免征增值税。 经本公司申请，公司于2015年10月30日收到2014

年1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免税业务已缴税款退税额77,397,323.15元。 2015年9月份不再缴纳有线数

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和农村有线电视基本收视费的增值税。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款项入账后，将相应增加2015年度利润77,397,323.15元。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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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审议通过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会议应发出通

讯表决票16份，实际发出通讯表决票16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6

份。

1.3本公司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本公司董事长吴建、行长樊大志、财务负责人关文杰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符盛丰，保证第三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完整。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总资产 1,950,115 1,851,628 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2,162 101,458 10.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10.50 9.49 10.6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233 -45,070 269.1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3 -4.22 268.9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3,172 40,819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12 13,177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877 13,096 5.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0 1.23 5.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1.30 1.23 5.69

稀释每股收益（元） 1.30 1.23 5.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90 14.47 下降1.57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6 14.38 下降1.52个百分点

注：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

定，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公积金转增股本，影响发

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数量，但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

的股数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 各比较期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按照调整后股数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报告期内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 -4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21 55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 21 51

减：非经常性损益的所得税影响数 6 15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15 36

减：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影响数（税后） - 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5 35

注：有关指标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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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4年修订）》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年

修订）》规定计算。

2.2�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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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股份状态

数量

首钢总公司 2,166,607,843 20.28 1,078,278,613 无 国有法人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948,793,952 18.24 1,019,158,139 无 国有法人

DEUTSCHE� BANK�

LUXEMBOURG�S.A.

991,671,286 9.28 802,911,286 无 境外法人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

份有限公司

DEUTSCHE� BANK�

AKTIENGE-

SELLSCHAFT

877,302,599 8.21 0 无 境外法人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467,376,000 4.37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319,500,517 2.99 0 无 国有法人

SAL.OPPENHEIM�JR.

&� CIE.

KOMMANDITGE-

SELLSCHAFT� AUF�

AKTIEN

267,072,000 2.5 0 无 境外法人

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

限合伙企业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27,760,000 2.13 0 质押

200,913,

753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

限公司

139,726,583 1.31 0 质押

45,000,

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39,097,300 1.3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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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钢总公司 1,088,329,230 人民币普通股 1,088,329,230

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29,635,813 人民币普通股 929,635,813

DEUTSCHE�BANK�AKTIENGESELLSCHAFT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77,302,599 人民币普通股 877,302,599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67,3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7,376,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19,500,517 人民币普通股 319,500,517

SAL.OPPENHEIM�JR.&�CIE.

KOMMANDITGESELLSCHAFT�AUF�AKTIEN

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

267,072,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072,000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7,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7,760,000

DEUTSCHE�BANK�LUXEMBOURG�S.A.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188,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760,000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139,726,583 人民币普通股 139,726,58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9,097,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097,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报告期内， 上述前10名股东中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是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于2010年3月15日完成收购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限合伙企业100%

权益持有人SAL.OPPENHEIM�JR.＆CIE.S.C.A. 的100%股份的交

割，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2010年3月18日临时公告。 本公司未知上述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注：

1、2015年7月，本公司以总股本8,904,643,509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转

增2股的比例，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转增后本公司总股本为10,685,572,211

股。

2、本公司股东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受让萨尔?奥彭海姆股份有

限合伙企业所持本公司171,200,000�股股份的股权变动事项，正在履行相关

法定批准程序。

§3�银行业务数据

3.1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资产利润率 0.74 1.02

资本利润率 13.01 19.16

不良贷款率 1.37 1.09

拨备覆盖率 187.31 233.13

贷款拨备率 2.57 2.54

成本收入比 35.47 37.57

存贷款比例

人民币 71.93 67.76

外币折人民币 95.71 97.90

本外币合计 72.50 68.52

资产流动性比例

人民币 41.87 46.75

外币折人民币 55.58 70.50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率 4.47 4.68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 18.73 18.47

注：

1、报告期内，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利润率未年化。

2、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率=最大一家客户贷款总额/总资本净额×100%

3、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率=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总额/总资本净额×100%

其中：总资本净额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2年第1号）计算。

4、存贷款比例、资产流动性比例、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率、最大十家客户

贷款比率为监管计算口径。

3.2资本构成及变化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并表 非并表

1.总资本净额 139,046 134,691 132,441 128,585 105,621 102,315

1.1：核心一级资本 112,732 111,661 101,988 101,257 85,826 85,322

1.2：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1 2,630 1 2,630 - 2,630

1.3：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112,731 109,031 101,987 98,627 85,826 82,692

1.4：其他一级资本 38 - 20 - 4 -

1.5：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 - - - - -

1.6：一级资本净额 112,769 109,031 102,007 98,627 85,830 82,692

1.7：二级资本 26,277 25,660 30,434 29,958 19,791 19,623

1.8：二级资本扣减项 - - - - - -

2.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1,187,307 1,149,736 1,107,853 1,081,929 988,581 977,130

3.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4,179 4,179 6,018 6,018 6,665 6,665

4.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87,230 86,587 87,230 86,587 74,210 74,029

5.风险加权资产合计 1,278,716 1,240,502 1,201,101 1,174,534 1,069,456 1,057,824

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8.82 8.79 8.49 8.40 8.03 7.82

7.一级资本充足率（%） 8.82 8.79 8.49 8.40 8.03 7.82

8.资本充足率（%） 10.87 10.86 11.03 10.95 9.88 9.67

9、享受过渡期优惠政策的资本工具：按照《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商业银行2010年9月12日以前发

行的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可享受优惠政策，即2013年1月1日起按年递减10%。 本期本公司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可计入

金额为40亿元。

注：

1、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令2012年第1号）计算。

2、核心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3、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其他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扣减

项。

4、总资本净额=一级资本净额+二级资本-二级资本扣减项。

3.3杠杆率及其变化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5年6月30日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一级资本净额 109,031 108,058 102,429 98,627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

产余额

2,305,621 2,296,204 2,194,627 2,226,103

杠杆率（%） 4.73 4.71 4.67 4.43

注：以上均为非并表口径，依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中

国银监会令[2015]第1号）计算。相较上季末，本公司本季末杠杆率上升的原因

是，当季一级资本净额增速快于调整后表内外资产余额增速。

3.4贷款资产质量情况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五级分类 金额 占比（%）

正常贷款 959,444 94.32

关注贷款 43,836 4.31

次级贷款 4,188 0.41

可疑贷款 7,128 0.70

损失贷款 2,623 0.26

合计 1,017,219 100.00

§4�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未经审计）

主要会计项目 报告期末 较上年末增减（%） 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款项 27,996 -55.33 存放同业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318 -49.12 衍生金融资产减少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89,679 54.04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增加

应收款项类投资 136,790 -31.99 应收款项类投资减少

向中央银行借款 30,050 49.82 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加

衍生金融负债 341 -38.67 衍生金融负债减少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61,735 53.56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增加

预计负债 - -100.00 预计负债减少

应付债务凭证 41,913 75.82 发行同业存单

其他负债 9,168 45.50 其他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747 822.2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主要会计项目 报告期 较上年同期增减（%） 主要原因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979 40.52 手续费业务收入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 -241 -153.91 投资收益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 -23 -117.83 公允价值变动

汇兑收益 96 -51.02 汇兑收益减少

其他业务收入 62 244.44 其他业务收入增加

营业外收入 74 -50.67 营业外收入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68 78.95 少数股东损益增加

4.2重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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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011年4月，本公司非公开发行18.5919746亿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首钢

总公司、国网英大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均

已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交割之日起5年内不转让本次发行所认购的本

公司股份； 到期转让股份及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取

得监管部门的同意。 未违反做出的承诺。

4.4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本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已经2015年4月

15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5年5月12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毕。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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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吴建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15� � � � � � � �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15—26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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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2015年10月19日以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

截止日期为2015年10月29日，会议应发出通讯表决票16份（Robert� Vogtle

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监会核准），实际发出通讯表决票16份，在规

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6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华夏银行绿色信贷实施情况报告》

本行结合实际深入开展绿色信贷，积极支持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发展，

密切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努力提升自身环境和社会表现，全行绿色信贷工作

有序推进。

表决结果：赞成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设

方案〉的议案》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设方案》 确定了本行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战略目标、工作体系、方案实施等内

容。

表决结果：赞成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华夏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政策〉的议案》

《华夏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政策》共8章34条，主要内容包括职责分工、市场

风险管理政策体系、市场风险管理的程序与工具、市场风险监管资本计量、市

场风险信息披露、内部控制与审计等。

表决结果：赞成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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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司献民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万庚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肖立新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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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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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62 189,697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9,808 35,554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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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1 10,513 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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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85,328 81,827 4.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56 1,256 27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393 1,084 305.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3 3.63 8.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7 0.13 26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7 0.13 261.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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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88 417

所得税影响额 -23 -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60 -84

合计 95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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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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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

状态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

司

4,039,228,

665

41.14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

人）有限公司

1,748,983,

987

17.81 0 未知 未知 境外法人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

1,033,650,

000

10.5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293,546,

458

2.99 0 未知 未知 国有法人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

司

80,000,000 0.81 0 未知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64,510,900 0.66 0 未知 未知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49,854,835 0.51 0 未知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

49,253,400 0.5 0 未知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1,997,315 0.33 0 未知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赵晓东 31,500,026 0.32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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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4,039,228,665 人民币普通股 4,039,228,665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1,748,983,987 境外上市外资股 1,748,983,987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 1,033,65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033,65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93,546,458 人民币普通股 293,546,458

中航鑫港担保有限公司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4,510,900 人民币普通股 64,510,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9,854,835 人民币普通股 49,854,835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49,253,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253,40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1,997,315 人民币普通股 31,997,315

赵晓东 31,500,026 人民币普通股 31,500,0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 本公

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上述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持有的H股中包括南航集团在香港的四级境外子公司亚旅实业有限公司持

有的31,120,000股本公司H股股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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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合并资产负债表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余额

上年度期末余

额

增减比例

（%）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5,504 18,306 -69.93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归还贷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3,267 2,474 32.05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购买飞机意向金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621 436 42.43

主要为本报告期计提的尚未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 3,000 -100.00 主要为本报告期归还短期融资券

长期借款 26,317 42,066 -37.44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新增贷款减少及提前归还贷款所

致

未分配利润 14,252 9,989 42.68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盈利所致

3.1.2�合并利润表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

额

上年同期金额

增减比例

（%）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8 158 31.65

主要为本报告期航空业务毛利率提高，相应缴纳的

增值税附加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789 2,387 142.52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走低导致汇兑

损失所致

投资收益 612 345 77.39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航空业务投资单位盈利增强所致

营业外收入 2,137 1,530 39.67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610 445 261.80 主要为本报告期内利润增加所致

3.1.3�合并现金流量表变动项目：

单位：百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

额

增减比例

（%）

变动主要原因

支付的各项税费 2,692 1,811 48.65 主要为本报告期航空业务毛利率提高所致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1,360 - 100.00

主要为少数股东对河南、江西公司进行投资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0,978 27,544 -60.14 主要为本报告期减少新增贷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324 - 100.00 主要为本报告期收回出质的银行存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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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控股股东南航集团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如下：

1.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完成后，在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南航集团支持南方航空制订

并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 此承诺已及时严格履行。

2.�本公司与南航集团1997年5月22日签订《财产赔偿协议》，根据该协议南航集团同意就任何质疑

或干预本公司使用向南航集团所租用的土地及建筑物的权利而产生或导致任何损失或损害向本公司做

出赔偿。 此项承诺时间及期限为长期，已得到严格履行。

3.�南航集团与本公司1995年为界定与分配南航集团与本公司资产与负债于1995年3月25日签订一

份分立协定（该协定于1997年5月22日修订）。 根据分立协议，南航集团与本公司同意就有关南航集团

与本公司根据分立协议持有或继承的业务、资产及负债而导致对方承担的索偿、债务及费用等，向对方

做出赔偿。 此项承诺时间及期限为长期，已得到严格履行。

4.�在2007年8月14日本公司与南航集团的资产买卖的关联交易中，本公司购入的南航食品公司有

房屋建筑物8项，合计建筑面积8,013.99平方米；培训中心房屋建筑物11项，合计建筑面积13,948.25平

方米，因各种客观原因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对此，南航集团出具承诺函，承诺：(1)上述权证由南航集团

负责在2008年底前办理完毕；(2)办证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南航集团承担并支付；(3)南航集团对上述两

项承诺事项愿意承担对本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A、未取得权证对生产带来的损失，B、未

取得权证所引起的潜在风险导致的损失。 由于南航集团在办理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发生了延误，致使上

述权证的办理工作在一直未能完成。 根据南航集团最近向本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南航集团承诺2016年

12月31日之前完成办理工作，并愿意承担因承诺事项对南方航空造成的一切损失。

由于产权变更需符合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并涉及政府审批等一系列程序，南航集团一直在与政

府进行积极沟通，但截至报告期末，上述承诺还未完全履行完毕。 此项承诺履行的时间及期限为2016年

12月31日。

5.�关于本公司与南航财务签订的《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相关承诺：A、南航财务是依据《企业集团

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依法设立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主要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存贷款等财务

管理服务，相关资金仅在集团成员单位之间流动；B、南航财务所有业务活动均遵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运作情况良好，南方航空在财务公司的相关存贷款业务具有安全性。 在后续运营过程中，财务公司

将继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规范运作；C、南方航空与南航财务的相关存贷款将继续由南方航

空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内部程序，进行自主决策，南航集团不干预南方航空的相关

决策；D、鉴于南方航空在资产、业务、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均独立于南航集团，南航集团将继续充分尊

重南方航空的经营自主权，不干预南方航空的日常商业运作。 此项承诺时间及期限为长期，已得到严格

履行。

6.� 2015�年 7�月 8�日,�针对股票市场的异常波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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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和维护投资者利益，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承诺：(1)

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2)将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适时采取

措施增持公司股票；(3)继续支持上市公司的经营发展，帮助上市公司提升业绩，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

平。 此项承诺时间及期限为长期，正在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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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司献民

日期 2015年10月30日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华 夏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37�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歌华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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