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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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石莹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玲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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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2,131,308.00 14,230,816,410.00 -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568,008,200.00 3,529,012,056.0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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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76,318.00 -1,160,747,985.00 9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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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528,387.00 988,495,593.00 52.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6,081,992.00 91,965,201.00 -60.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4,933,458.00 33,648,126.00 3.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02 2.45 减少1.4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97 0.0756 -60.7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97 0.0756 -6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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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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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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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5,585.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205,228.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252,004.00

合计 1,148,5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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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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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622,463,220 51.16 质押 568,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欧盛世成

长分级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7,159,688 2.23 未知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长

盛同德主题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72,292 1.89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五组合

21,558,655 1.77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欧永

裕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322,822 1.26 未知 未知

曹慧利 12,935,779 1.06 质押 12,935,779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长盛同

智优势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633,036 0.55 未知 未知

赵勋亮 6,521,956 0.5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5,251,020 0.43 未知 未知

凌建中 5,140,000 0.42 质押 5,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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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22,463,220 人民币普通股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盛

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7,159,68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长盛同德主题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972,292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五组合 21,558,655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欧永裕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22,822 人民币普通股

曹慧利 12,935,77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长盛同智优势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633,036 人民币普通股

赵勋亮 6,521,95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251,020 人民币普通股

凌建中 5,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本公司未知以上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之间或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

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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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三季度主要资产负债项目及经营成果指标比较情况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748,741,403.00 1,554,568,848.00 -805,827,445.00 -51.84% 偿还借款

其他应收款 399,253,265.00 167,348,232.00 231,905,033.00 138.58% 公司应收资金往来款增加

长期应收款 20,000,000.00 100,000,000.00 -80,000,000.00 -80.00% 本期收回部分款项

预收款项 347,274,477.00 979,581,408.00 -632,306,931.00 -64.55%

公司本年结转收入相应减少

预收账款

应付职工薪

酬

34,051,408.00 57,776,958.00 -23,725,550.00 -41.06%

公司支付职工薪酬及2014年

底计提的奖金

应付利息 72,294,917.00 34,143,510.00 38,151,407.00 111.74%

公司计提尚未支付的融资利

息

其他应付款 884,115,029.00 449,991,903.00 434,123,126.00 96.47% 公司应付资金往来款增加

其他流动负

债

0.00 341,223,750.00 -341,223,750.00

-100.

00%

公司偿还债务所致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508,528,

387.00

988,495,593.00 520,032,794.00 52.61%

公司所属子公司本年达到结

转收入时点的项目比上年同

期有所增加

营业成本 932,193,668.00 596,079,740.00 336,113,928.00 56.39% 同上

营业税金及

附加

171,385,348.00 79,354,812.00 92,030,536.00 115.97% 同上

销售费用 51,773,191.00 82,244,069.00 -30,470,878.00 -37.05%

本期新开盘项目较少，已开

盘项目营销投入减少。

财务费用 129,718,227.00 53,312,509.00 76,405,718.00 143.32%

公司本年合并范围比上年同

期有所增加，导致融资利息

支出比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营业外收入 1,936,242.00 122,977,139.00 -121,040,897.00 -98.43%

公司本年所属子公司取得的

政府补助小于上年

所得税费用 70,172,953.00 46,565,464.00 23,607,489.00 50.70%

公司所属子公司本年达到结

转收入时点的项目比上年同

期有所增加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676,318.00 -1,160,747,985.00 1,127,071,667.00 -97.10%

公司本年支付工程款、缴纳

税费及支付资金往来款小于

上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928,809.00 -326,032,780.00 309,103,971.00 -94.81%

公司本年购置资产支出及投

资支付小于上年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8,938,272.00 1,492,252,011.00 -2,241,190,283.00 -150.19%

公司本年新增借款比上年同

期下降，偿还借款比上年同

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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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虹

日期 2015年10月30日

北 京 万 通 地 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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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田高步 董事 因公 藤谷阳一

1.3�公司负责人杨启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霍立娟及会计机

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明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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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5,900,855.62 7,520,452,138.42 5.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18,422,442.33 2,621,651,695.45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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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496,299.71 13,533,179.25 1,2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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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8,396,955.57 3,305,627,526.40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210,746.88 84,563,915.54 -6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8,529,684.28 54,786,320.74 43.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77 3.41 增加2.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5 -6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5 -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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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89,018.52 -4,859,23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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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1,456.00 13,222,6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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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419,220.73 -49,939,3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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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945.38 536,976.8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30,048,283.10 -1,449,111.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2,277.79 -5,830,882.61

合计 -148,034,167.74 -48,318,9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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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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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23,145,883 31.29 质押 430,213,259 境内非国有法人

GIANT�HARVEST�

LIMITED

316,800,000 18.95 未知 境外法人

大冢（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104,731,478 6.26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49,994,129 2.99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8,261,000 1.09 未知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907,367 0.23 未知 其他

王建敏 3,092,029 0.18 未知 其他

王泽 3,014,505 0.18 未知 其他

杨惠汶 2,877,024 0.17 未知 其他

王景宏 2,751,089 0.16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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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3,145,883 人民币普通股

GIANT�HARVEST

LIMITED

316,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大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4,731,47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994,12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2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3,907,367 人民币普通股

王建敏 3,092,029 人民币普通股

王泽 3,014,505 人民币普通股

杨惠汶 2,877,024 人民币普通股

王景宏 2,751,08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GIANT�HARVEST�LIMITED、大冢（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同为大冢制药株式会社

的子公司，两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维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其余股东为流通股东，本公司未知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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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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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24,123.18 11,635.14 107.33% 采购原材料

长期股权投资 3,615.65 2,140.04 68.95%

合资成立公司绥化

中储粮仓储有限责

任公司

在建工程 23,724.68 9,989.75 137.49%

新建仓库及车间改

造工程

应付票据 25,301.31 17,342.00 45.90% 票据结算

其他应付款 36,664.52 26,618.62 37.74%

枝江市财政局暂借

款

其他非流动负债 20,000.00 10,000.00 100.00% 平安银行融资1亿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844.96 2,347.43 -647.19%

交易性金融资产市

值下跌

投资收益 10,072.07 2,379.93 323.21%

交易性金融资产处

置收益

营业外支出 880.55 1,306.11 -32.58% 捐赠支出减少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金额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449.63 1,353.32 17,096.31

购买商品支付现金

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819.15 -13,391.35 -7,427.80 新建工程投资支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557.97 15,871.88 10,686.09

同期偿还债务及利

息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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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启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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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王贤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孙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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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1,949,406.51 7,500,700,020.11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296,802,079.22 4,136,538,613.08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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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576,134.46 210,461,155.70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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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180,145.65 887,069,242.47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54,384,468.64 311,516,681.80 -1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32,855,944.89 290,217,675.82 -19.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06 7.82 减少1.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4 -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6 0.44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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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39.16 -58,6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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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0,000.00 21,1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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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1,221,069.6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393.00 -851,277.19

所得税影响额 -114,100.63 97,370.42

合计 6,861,867.21 21,528,52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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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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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391,536,000 55.18 140,688,60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35,731,092 5.0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工银瑞信生态环

境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7,554,271 1.06 0 未知 其他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乐道成长优选3号基

金

6,350,000 0.89 0 未知 其他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乐道成长优选4号基

金

3,200,000 0.45 0 未知 其他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51,226 0.4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乐道成长优选2号基

金

2,850,000 0.40 0 未知 其他

喀什峰火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2,570,000 0.36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刘延辉 2,429,6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乐道成长优选1号基

金

2,190,000 0.31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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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250,84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847,400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731,092 人民币普通股 35,731,09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生态

环境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554,271 人民币普通股 7,554,271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道成长优选3号

基金

6,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50,000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道成长优选4号

基金

3,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51,226 人民币普通股 3,051,226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道成长优选2号

基金

2,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0,000

喀什峰火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0,000

刘延辉 2,429,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29,600

北京宏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乐道成长优选1号

基金

2,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其所持股份

是国有法人股，其他股东所持股份均为社会流通股。 公司不知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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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元）

2014年12月31日

（元）

增减

货币资金 633,427,145.15 942,065,767.31 -32.76%

应收帐款 593,556,693.41 348,257,042.19 70.44%

预付款项 4,699,267.14 2,095,939.85 124.21%

其他应收款 23,811,907.36 1,553,803.21 1432.49%

在建工程 1,168,211,170.85 692,889,262.32 68.60%

长期待摊费用 639,811.52 978,535.16 -34.62%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435,687.08 7,331,701.14 69.62%

其他非流动资产 554,751.31 987,023.31 -43.80%

短期借款 120,000,000.00 75,000,000.00 60.00%

应付帐款 597,420,657.64 438,495,072.04 36.24%

应付职工薪酬 19,950,883.33 29,240,435.66 -31.77%

应交税费 22,246,377.14 48,362,886.84 -54.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8,700,652.17 286,396,729.90 -30.62%

其他综合收益 15,150,417.39 11,350,802.39 33.47%

项目

2015年1-9月

（元）

2014年1-9月

（元）

增减

营业税金及附加 6,125,104.91 906,602.63 575.61%

资产减值损失 20,415,943.74 3,658,443.96 458.05%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1,221,069.68 800,695.00 52.50%

投资收益 1,336,570.08 745,667.86 79.24%

营业外支出 909,916.35 576,587.26 57.81%

所得税费用 44,606,253.72 79,005,946.66 -43.54%

少数股东损益 -1,365,794.15 -40,159.73 -3300.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1,465,548.06 -200,771,792.61 -40.1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7,749,208.56 -583,840,229.98 62.70%

说明：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32.76%，主要原因为报告期内公司

项目建设、还本付息及投资支出增加。

2、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70.44%，主要原因为应收污水处理

费增加。

3、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24.21%，主要原因为预付电费增

加。

4、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432.49%，主要原因为应收隧道

投资补贴款增加。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68.60%，主要原因为公司污水处理

厂改扩建工程款较年初增加。

6、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34.62%，主要原因为公司长期

摊销费用摊销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69.62%，主要原因为应收帐

款计提的坏帐准备增加。

8、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43.80%,主要原因为结算去

年年底的预付工程款所致。

9、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60%，主要原因为新增短期借款。

10、应付帐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6.24%，主要原因为公司污水处理

厂升级改造项目工程款及质保金增加。

11、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31.77%，主要原因为职工年终

奖已按期支付。

12、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54.00%，主要原因为计提的所得税

已按期支付。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减少30.62%，主要原因

为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银行贷款减少。

14、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33.47%，主要原因为自用房地

产对外出租增加。

15、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75.61%，主要原因为按财

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的财税【2015】78号文件精神，污水处理业务应交增

值税增加，附税相应增加。

16、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58.05%，主要原因为应收帐

款计提的坏帐准备增加。

17、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2.50%，主要原因为投

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增加。

18、投资收益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79.24%，主要原因为联营公司收益

增加。

19、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7.81%，主要原因为环保处罚款

增加。

20、所得税费用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3.54%，主要原因为利润总额减少。

21、少数股东损益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300.90%，主要原因为控股子

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2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0.19%，主要

原因为公司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项目投入款同比增加。

2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2.70%，主要

原因为报告期内归还借款金额同比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为了维护资本市场的持续稳定，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 ）于2015年7月10日做出承诺，自2015年7月11日起

6个月内，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择机增持武汉控股股票。 2015年9月2日，

水务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54,9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077� %。 通过本次增持后，水务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391,536,000

股，占公司现有股本的55.1793� %。 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详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5年7月11日、9月7日相关公告）

2、经2015年7月10日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计

划实施新建北湖污水处理厂项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2015年7月11日相关公告）

3、经2015年8月2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北

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碧水源” ）组建联合体参与仙桃

市乡镇污水处理厂PPP项目（以下简称“仙桃PPP项目” ）招投标工作。 2015

年9月14日，公司收到仙桃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

与北京碧水源联合体为仙桃PPP项目中标人。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2015年8月24日、9月15日相关公告）

4、经2015年8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15年9月14

日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投资金额进行了调整变更。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5年8月29日、9月15日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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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股改承诺：

根据国资委与证监会相关规定，积极推进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在2019年6月30日前实施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截至本报告期，控股股东严格履行该承诺。

2、资产重组相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集团” ）在此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作出了如下承诺：

（1）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2）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4）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5）关于瑕疵土地、房产价值保障的承诺。

上述承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3年7月25日公告）。 截至本报告期，上述承诺均在履行过程中，无违反承

诺的情况发生。

根据上述“关于瑕疵土地、房产价值保障的承诺” 约定，因部分土地、房产

未能在承诺履行期内取得政府征地及拆迁补偿，2015年8月28日，水务集团已

根据承诺函约定，向公司支付了上述瑕疵土地、房产补偿款共计21,790,

557.44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15年8月29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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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贤兵

日期 2015-10-29

公司代码：

600246

公司简称：万通地产

公司代码：

600300

公司简称：维维股份

公司代码：

600168

公司简称：武汉控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