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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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宋卫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世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杨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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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8,025,622.15 2,649,226,029.02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08,978,888.95 1,917,604,684.35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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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84,871.50 -23,115,711.58 -1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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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13,377.17 155,908,780.06 -8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4,788,324.60 36,668,074.64 322.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5,183,420.59 25,844,787.48 500.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8 2.18 增加5.7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92 0.0756 3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92 0.0756 322.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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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755.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2,340.00

合计 -395,0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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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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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数量 股份状态 数量

包头草原糖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152,717,

960

31.4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包头市实创

经济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

85,404,925 17.61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包头市北普

实业有限公

司

25,332,728 5.22 质押 16,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新时代信托

股份有限公

司－润禾16

号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3,993,899 2.8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易方达资

管－浦发银

行－易方达

资产－浦发

六号资产管

理计划

7,924,441 1.6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徐海 4,486,700 0.93 无 境内自然人

杜成强 2,350,826 0.48 无 境内自然人

东莞信托有

限公司－东

莞信托·汇

信－金百合

1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899,000 0.3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管颜英 1,727,148 0.36 无 境内自然人

谢建国 1,667,140 0.3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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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2,717,960 人民币普通股 152,717,960

包头市实创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85,404,925 人民币普通股 85,404,925

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 25,332,728 人民币普通股 25,332,728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润禾16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3,993,899 人民币普通股 13,993,899

易方达资管－浦发银行－易方达资

产－浦发六号资产管理计划?

7,924,441 人民币普通股 7,924,441

徐海???? 4,486,700 人民币普通股 4,486,700

杜成强??? 2,350,826 人民币普通股 2,350,826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东莞信托·汇

信－金百合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89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9,000

管颜英??? 1,727,148 人民币普通股 1,727,148

谢建国??? 1,667,140 人民币普通股 1,667,1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3年6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国资产权[2013]359号《关于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间接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包头市国资委将持有草原糖业100%国有产权整体

转让给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草原糖业不再符合国有股界定条件，同意取消草原糖业证

券帐户的"SS"标识。 至此，前三大股草原糖业、实创经济、北普实业存在关联关系，其余股

东、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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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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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8,777,595.64 14,242,931.51 -38.37 主要是母公司糖销售数量减少所致。

应收股利 16,443,000.00 100.00 本期应收华夏银行分得的现金红利。

其他应收款 52,792,265.02 40,484,093.17 30.40 主要是母公司往来增加所致。

一年以内到期的非流

动资产

1,450,874.65 7,692,000.00 -81.14 主要是本期摊销所致。

应付账款 4,053,477.52 13,836,578.13 -70.70 主要是母公司支付货款所致。

长期借款 67,000,000.00 -100.00 系母公司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未分配利润 380,378,444.73 230,439,440.13 65.07 本报告期实现利润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的重大变化情况及原因的说明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0,713,377.17 155,908,780.06 -80.30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糖销量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31,719,467.85 167,097,334.10 -81.02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糖销量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1,264,084.71 2,007,140.39 -37.02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糖销量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7,175,059.27 -507,314.16 3,485.49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236,575,689.89 112,434,968.21 110.41

主要是报告期内恒泰证券实现利润大幅度

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2,767.78 10,823,287.16 -99.79 上年同期拨入社保费所致。

营业外支出 417,863.77 100.00 系本报告期处置非流动资产损失所致。

净利润 154,761,653.88 36,624,755.18 322.56 本报告期投资收益大幅度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该事项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发行数量不超过346,608.315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316.8亿

元，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2015年9月19日），发行

价格为9.14元/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对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九州证券

有限公司拟设立的“九州增发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信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设

立的“中信信诚·华实金融投资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拟设立

的“新时代华资实业定增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设立

的“前海金鹰粤通36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北京郁金香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

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发行对象已经与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拟以现

金方式全额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公告。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2012年8月，经包头市政府研究，决定将包头市国资委持有我公司大股东包头草原糖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的国有产权进行公开挂牌整体转让，经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

国务院国资委、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审核确认，最终确认收购人为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

司。 该收购人在公告的《要约收购报告书》中承诺如下：

（一）、关于与上市公司实行“五分开”的承诺

1、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本公司将与上市公司资产严格分开，完全独立经营。 保证不发生占用资金、资产等不

规范情形。

2、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并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体系，总经理、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向上市公司

推荐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3、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独立在银行开户，依法独立纳税，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上市公司的

资金使用。

4、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

构。 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

权。

5、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上市公司具有面向市

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不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二）、本次收购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关联交易承诺

1、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

潜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2、为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未来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收购人承诺：“本次协议转让完成

后，本公司将不再投资其他与上市公司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企业，或经营其他与上市公

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不进行其他与上市公司具有利益冲突或竞争性的行为，以保障上市

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 ”

3、为了将来尽量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收购人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及

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将尽可能避免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

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并严格遵

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程序，保证不通

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4、如违反上述承诺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进行交易，而给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造成损

失，由本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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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日期2015-10-29

股票代码：

600191

股票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

2015-072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购买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以自有资金购买控股股东包

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草原糖业” ）持有的部分国有出让土地的使用

权。

●关联人回避事宜：草原糖业持有本公司31.49%的股份，为本公司的相对控股股东，本

公司关联董事宋卫东回避表决。

●过去12个月与草原糖业进行的交易累计未达3000万元以上，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5%，与其他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与控股股东草原糖业于2015年10月26日在公司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

合同》。 公司以自有资金42,604,452元购买草原糖业拥有的位于东兴街道办事处1号两宗

地、糖厂厂区两宗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包国用（2000）字第200077号、包国用

（2000）字第200078号、包国用（2000）字第200079号、包国用（2011）字第200055号）共

四宗地，地块总面积为 73,837.87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该土地自公司上市时一直租用草原

糖业的土地，1998年7月公司在筹建期间与草原糖业签署 《国有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草

原糖业同意将国有土地使用权77904.69平方米租给公司使用，年租金295,856.11元，租期为

50年，主要用于公司生产和经营项目使用。

2、草原糖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情形，此次购买土

地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3、201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向控股股

东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土地的议案》，7名董事中关联董事宋卫东回避

表决，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均事前认可并同意此次关联交易，发表

了独立意见。

4．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草原糖业除总金额不超过10,000,000元的日常关联交易外，

就是上市时与草原糖业签订了土地租赁协议中土地年租金295,856.11元，与其他关联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金额已达3000万元以上，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5%，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1、草原糖业

注册地址：包头市

法定代表人：宋卫东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草原糖业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成立于1996年6月，注册资本20,000万元，主营业务范

围为高科技开发应用，机械制造、安装，种植业，养殖业，塑料编织袋，复合肥、炉渣砖的生产

销售等。 截止2014年末，草原糖业总资产131,446.50万元、净资产110,465.19万元，净利润

-313.81万元。

2013年6月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国资产权[2013]359号）《关于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间接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同意包头市国资委将持有草原糖业100%国有产权整体转

让给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草原糖业不再符合国有股界定条件。 2013年7月草原糖业完成

工商变更。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交易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73,837.87平方米，位于东兴街道办事处1

号两宗地、糖厂厂区两宗地，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终止

日期为2048年5月18日。 四宗土地的使用权自公司筹建上市时一直租用草原糖业的土地。

2、本次交易的四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由内蒙古科瑞不动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资质注册

号：A201115002）对每块土地分别进行评估，根据四宗地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用地的类型

和条件，评估方法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成本逼近法进行评估，得到客观、公正、科学、

合法的土地价格。 评估总地价为42,604,452元。

3、四宗土地不存在抵押、担保等法律瑕疵事项，资产权属清晰、合法，不存在任何法律

纠纷事项。 此次交易不涉及地上建筑物交易事项。

四、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

1、双方同意四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2,604,452元。

2、转让金额是根据内蒙古科瑞不动产估价咨询有限公司对四宗土地进行评估后，提供

的数据而确定的，转让总价与评估总价相同。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20�天内， 乙方应当向甲方支付本合同项下四宗土地使用权转让

金的30%，即人民币12,781,335.6元（壹仟贰佰柒拾捌万壹仟叁佰叁拾伍元陆角）。

其余款项， 待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等有关政府部门审核通过后支付30%， 即人民币12,

781,335.6元（壹仟贰佰柒拾捌万壹仟叁佰叁拾伍元陆角）。

办理完过户，核发了新土地使用权证后支付40%，即人民币17,041,780.80元（壹仟柒

佰零肆万壹仟柒佰捌拾元捌角）。

（四）生效条件

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 其余贰份提交政府有关部门，双方盖章后生效。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后可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草原糖业购买部分出让土地使用权，减少了公司与控股东间的持续关联交易，

有利于公司资产完整，优化了资产结构，更加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此项交易以土地评估

价格为交易价格,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购买一直租用草原糖业拥有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战略

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该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

合理，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与草原糖业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三）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评估报告》；

（四）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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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徐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郭

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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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72,071,944.79 16,888,011,570.23 23.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395,836,226.94 3,848,418,391.87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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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8,698,411.10 -2,998,912,20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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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4,970,766.15 2,560,735,822.74 5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90,206,902.92 461,949,969.87 49.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0,298,412.97 304,262,026.08 67.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6.58 12.59 增加3.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846 0.3243 49.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846 0.3243 49.4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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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297,868.90 258,297,868.90 股权转让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4,550,932.24 -14,847,727.07

所得税影响额 -63,541,651.88 -63,541,651.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180,205,284.78 179,908,48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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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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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 业 发 展

（深圳 ） 有

限公司

333,895,

031

23.44 0 质押

333,890,

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华保宏实业

（西藏 ）有

限公司

218,336,

855

15.33 0 质押

198,600,

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拉萨经济技

术开发区恒

宏贸易有限

公司

55,000,000 3.86 0 未知 未知

中国证券金

融股份有限

公司

42,588,584 2.99 0 未知 未知

张美秀 23,866,004 1.68 0 未知 未知

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

17,013,161 1.19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16,284,500 1.14 0 未知 未知

谢丽芳 15,873,188 1.11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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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5,700 0.95 0 未知 未知

兴全睿众资

产－兴业银

行－兴全睿

众华业资本

分级特定多

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13,508,089 0.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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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333,895,031 人民币普通股 333,895,031

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 218,336,855 人民币普通股 218,336,855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宏贸易有限

公司

5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2,588,584 人民币普通股 42,588,584

张美秀 23,866,004 人民币普通股 23,866,00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013,161 人民币普通股 17,013,161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6,28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84,500

谢丽芳 15,873,188 人民币普通股 15,87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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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3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35,700

兴全睿众资产－兴业银行－兴全睿

众华业资本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13,508,089 人民币普通股 13,508,0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宏贸易有限公

司为华保宏实业（西藏）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系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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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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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主要资产和费用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5-9-30 2014-12-31 增减变动

变动百分比

（%）

变化原因

货币资金 318,225.51 298,342.65 19,882.86 6.66 主要是销售回款和取得借款增加

应收帐款 14,266.45 81.18 14,185.27 17473.67

合并医疗项目后产生的业务往来

款

预付账款 4,245.38 2,769.08 1,476.29 53.31

合并医疗项目后产生的业务往来

款

其他应收款 19,839.76 66,254.84 -46,415.09 -70.06 收回关联方华富新业款项

在建工程 55,425.71 5,738.76 49,686.95 865.81 完成医疗项目的收购

无形资产 62,563.82 12,834.44 49,729.38 387.47 完成医疗项目的收购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2,493.02 113,932.53 308,560.49 270.83 收购债权所致

商誉 125,692.46 3,488.43 122,204.04 3503.13 完成医疗项目的收购

递延所得税资产 8,904.11 14,690.16 -5,786.05 -39.39 子公司股权转让确认收益

短期借款 53,000.00 40,000.00 13,000.00 32.50 取得借款

应付账款 88,613.28 57,883.11 30,730.16 53.09 应付工程结算款

应付利息 0 671.70 -671.70 -100.00 支付利息

其他应付款 170,830.46 43,983.26 126,847.20 288.40 主要是应付股权收购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268,363.00 61,000.00 207,363.00 339.94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 365,475.00 641,663.00 -276,188.00 -43.04 转至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149,266.31 0 149,266.31 不适用 发行公司债券

递延所得税负债 25,980.30 18,914.52 7,065.78 37.36 收购医疗项目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95,828.25 3,059.50 92,768.75 3032.15 转让债权所致

项 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变动

变动百分比

（%）

营业收入 389,497.08 256,073.58 133,423.49 52.10 结算规模增加

营业成本 237,143.42 148,479.12 88,664.30 59.71 结算规模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 45,517.39 33,601.42 11,915.97 35.46 结算规模增加

营业费用 3,423.82 6,843.51 -3,419.69 -49.97 营销推广费用减少

财务费用 20,728.48 15,340.54 5,387.94 35.12 融资规模扩大

投资收益 26,624.01 8,428.95 18,195.05 215.86 子公司股权转让收益

营业外支出 1,501.73 307.21 1,194.52 388.83 税款滞纳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等

相关议案，计划非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具体公告内容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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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红

日期 2015-10-30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资本 编号：临

2015-

066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房地产经营情况简报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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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7-9月，公司房地产项目实现签约金额15.82亿元，同比减少33.99%；实现签约面

积6.5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39.63%；当期未有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0.16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97.11%。 公司房地产自有物业出租面积为3.54万平方米，租金总收入794.97万元。

2015年1-9月，公司房地产项目实现签约金额36.04亿元，同比增长23.78%；实现签约面

积15.19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1.26%；当期未有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17.09万平方米，同比增

长31.78%。 公司房地产自有物业出租面积为3.54万平方米，租金总收入2382.33万元。

鉴于销售和施工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和工程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

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相关阶段性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40

证券简称：华业资本 公告编号：

2015-

067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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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0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9号华业国际中心A座16层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2,433,68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红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与

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赵双燕女士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选举尹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1.02议案名称：选举孙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1.03议案名称：选举刘荣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1.04议案名称： 选举王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4、议案名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关于公

司房地产业务合规开展的相关承诺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5、议案名称：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是否存在闲置土地、炒

地、捂盘惜售和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问题的专项自查意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2,279,786 99.97 0 0.00 153,900 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选董事的议案 - - - - - -

1.01

选举尹艳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47,900 23.73 0 0.00 153,900 76.27

1.02

选举孙涛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47,900 23.73 0 0.00 153,900 76.27

1.03

选举刘荣华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47,900 23.73 0 0.00 153,900 76.27

1.04

选举王涛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47,900 23.73 0 0.00 153,900 76.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五项,全部为出席会议股东表决议案，不存在股东回避表决

的事项。 议案全部为普通议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山涛律师、甄晓华律师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海润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31日

公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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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称：华资实业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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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