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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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建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时英及会计

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库洪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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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74,519,034.56 7,175,251,266.48 -5.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600,149,175.00 2,603,676,705.19 -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5.38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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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891,475.33 -604,084,059.15 不可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

-0.78 -1.84 不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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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360,149.60 873,287,840.15 -47.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518,258.99 11,518,259.15 -18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436,864.01 13,962,533.85 -167.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0.37% 1.34% 减少1.7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4 -15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2 0.04 -150.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0.36% 1.62% 减少1.98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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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64.47 435,33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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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2,111,248.26 126,686.86

所得税影响额 -552,703.18 -215,505.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512,073.72 -727,912.04

合计 1,146,035.83 -81,3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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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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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

司

144,806,

801

29.96 0 质押 10525680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东海基金－工商银

行－东海基金－鑫龙

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

二期）

41998890 8.69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高建荣

41,266,

666

8.54 0 质押

36,877,

000

境内自然人

东海基金－工商银

行－东海基金－鑫龙

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

一期）

35001110 7.24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

组合

18000000 3.72 0 未知 国有法人

融通基金－招商银

行－融通融裕20号特

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18,000,

000

3.72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永赢基金－宁波银

行－永赢基金－中投

联达定增一期分级资

产管理计划

18,000,

000

3.72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招商财富－招商银

行－同泰1号特定多个

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8,000,

000

3.72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冯飞飞

16,490,

000

3.41 0 质押

15,000,

000

境内自然人

曹菊英 9,152,200 1.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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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中茵集团有限公司 144,806,801 人民币普通股 144,806,801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

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二

期）

41,998,890 人民币普通股 41,998,890

高建荣 41,266,666 人民币普通股 41,266,666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

金－鑫龙72号资产管理计划（第一

期）

35,001,11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1,11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融通基金－招商银行－融通融裕

20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永赢基金－宁波银行－永赢基

金－中投联达定增一期分级资产

管理计划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同泰1号特

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冯飞飞 16,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90,000

曹菊英 9,152,200 人民币普通股 9,152,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高建荣先生与股东冯飞飞女士系配偶关系，两人均为第一大股东中茵集

团之股东，高建荣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知其它前十名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

系，也未知其它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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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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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期末数比年初数减少比例为90.73%，主要原因系：

徐州中茵归还借款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比例为238.44%，主要原因系：

预付工程款发票未到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比例为127.51%，主要原

因系：公司预交税款所致。

4、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数比年初数减少比例为100%，主要原因

系：注销连云港中茵皇冠置业有限公司收回投资款所致。

5、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比年初数减少比例为100%，主要原因

系：子公司昆山酒店结转预付酒店运营物品款所致。

6、短期借款期末数比年初数减少比例为84.37%，主要原因系：

子公司徐州中茵归还借款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比年初数减少比例为47.12%，主要原因

系：本期员工人数的减少导致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8、应付利息期末数比年初数减少比例为100%，主要原因系：上

期末计提应付利息本期完成支付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期末数比年初数增加48.13%，主要原因系：本期

新增大股东借款所致。

10、营业收入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47.40%，主要原因系：公

司可售项目的减少，导致本期收入同比减少。

11、营业成本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56.20%，主要原因系：本

期销售收入的减少，导致相应的营业成本减少。

12、营业税金及附加本期数比上年同期数减少44.23%，主要原

因系：本期销售收入的减少，导致相应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5年10月份收到中国证监会签发的《关于核准中茵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227号），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进入资产过户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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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均已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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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建荣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745� � � �证券简称：中茵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100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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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2015年8月13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15年第68次工作

会议审核获得无条件通过（详见2015年8月14日披露的《中茵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期间，公司又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司（局）函《不实施进

一步审查通知》（商反垄初审函［2015］第191号）。

公司于2015年10月15日披露了《中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公司的临2015-096号公告。

公司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签发的核准文件后， 立即启动了收购

闻泰通讯51％股权的资产过户程序，现阶段，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正

对标的资产进行过户前的资产审计等基础工作， 并将尽快完成后续

资产过户及股份登记工作。

特此公告。

中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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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中 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中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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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2015年10月30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并审

议通过了本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长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良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何文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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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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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862,761 683,047,239 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5,777,192 98,719,844 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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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6,985 -7,28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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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183,900 429,532,563 0.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908,431 7,073,618 11.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407,255 7,025,744 5.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15 7.81 减少0.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4 0.332 3.6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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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4,40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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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441 292,97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8,382 245,146

债务重组损益 14,620 2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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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66 215,88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245 -34,69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02,315 -65,528

所得税影响额 -74,005 -169,2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25 -6,572

合计 172,563 50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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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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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12,260,

390,308

53.67

308,880,

308

无 0 国家

HKSCC�Nominees�

Limited（注1）

4,167,

824,622

18.24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659,768,

506

2.89 0 无 0 国有法人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

银行－汇添富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643,500,

643

2.82

643,500,

643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35,455,

300

1.03 0 无 0 国有法人

新余市中青兄弟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141,570,

141

0.62

141,570,

141

无 0 其他

北京中商荣盛贸易有

限公司

141,570,

141

0.62

141,570,

141

质押

50,950,

000

其他

招商财富－招商银

行－国信金控1号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37,323,

037

0.6

137,323,

037

无 0 其他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万能保险产

品

124,721,

939

0.55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注2）

86,774,

999

0.38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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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11,951,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51,510,000

HKSCC�Nominees�Limited（注1） 4,167,824,622 境外上市外资股 4,167,824,62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59,768,506 人民币普通股 659,768,50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35,455,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455,3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124,721,939 人民币普通股 124,721,93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6,774,999 人民币普通股 86,774,999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

划

54,496,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49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第一大股东中铁工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注1：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持有的H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持有。

注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A股乃代表多个参与公司港股通的投

资者持有。

注3：表中数据来自于2015年9月30日之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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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或本报告

期（千元）

上期期末或上期同期

（千元）

增减变动率

（%）

原因

货币资金 87,875,506 77,354,348 13.60

主要为公司三季度非公开发行募集

的资金。

应收账款 157,852,369 145,830,995 8.24

主要是应收工程款及应收质保金的

增加。

存货 253,847,713 241,516,854 5.11

主要是存货中已完工未结算款增加，

以及在建的房地产项目规模加大。

销售费用 1,503,780 1,756,935 -14.41

主要是公司严格控制费用预算取得

了成效。

所得税费用 3,283,196 2,844,016 15.44

主要是公司部分亏损没有确认递延

所得税资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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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订单情况分析

新签订单情况： 今年1-9月份， 公司新签订单5,515.6亿元， 同比减少

8.9%。业务板块方面，基建板块4,448.2亿元（铁路工程1,505.3亿元，同比减少

4.6%；公路工程673.4亿元，同比减少4.1%；市政及其他工程2,269.5亿元，同比

减少5.4� %），同比减少4.9%；勘察设计板块116.7亿元，同比增长16.4%；工业

板块188.4亿元，同比增长25.9%。

在手订单情况:�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手订单18,575.2亿元。 其中基建板

块14,876.3�亿元，勘察设计板块250.7亿元，工业板块268.9亿元。

3.2.2�波兰A2诉讼情况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及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

联合另外两家第三方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就其所中标的波兰A2�高速公路项目

A�标段和C�标段与项目业主波兰国家道路与高速公路管理局发生的合同终

止相关诉讼争议事项已在公司《2011�年半年度报告》以及后来的历次定期报

告中进行了持续性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尚无后续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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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中铁工发行时

所作承诺

中国中铁依法成立之日起，中铁工及其除中国中铁外的其他附属企业不以任何形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中国中铁及其附属企业的主

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 如中铁工或其除中国中铁外的其他附

属企业发现任何与中国中铁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

机会，将立即书面通知中国中铁，并保证中国中铁或其附属企业对该业务机会的

优先交易及选择权。 如中铁工或其附属企业拟向第三方转让、出售、出租、许可使

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将来其可能获得的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相竞争的新业务、资产或权益，中铁工将保证中国中铁或其附属企业

对该新业务、资产或权益的优先受让权。

中铁工严格按照以

上承诺履行。

六个月不减持

公司股份

2015年7月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铁工发来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

承诺函载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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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并维护公司股东利益，中铁工承诺：于2015年7月10日起6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中铁工严格按照以

上承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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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长进

日期 2015年10月30日

A�股简称:中国中铁 H�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15-061

A�股代码:601390� � � � � H�股代码：00390� � � � � �公告编号：临2015-061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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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

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中标金额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四局

中铁十局

新建连云港至镇江铁路LZZQ-3标段、LZZQ-1标段 602,125 1095日历天

2

中铁六局

中铁五局中

铁隧道

新建衢州至宁德铁路（福建段）站前工程QNFJZQ-1

标段、QNFJZQ-5标段、QNFJZQ-2标段

440,760 45-53个月

3

中铁三局

中铁隧道

新建衢州至宁德铁路浙江段站前工程QNZJZQ-1标

段、QNZJZQ-4标段

437,221 1826日历天

4

中铁三局

中铁隧道

北京至沈阳铁路客运专线北京段站前工程不含动车

运用所施工JSJJSG-10标段、JSJJSG-13标段

424,913 45-57个月

5 中铁大桥局

新建连云港至镇江铁路五峰山特大桥工程连镇大桥

施工2标

375,999 1341日历天

6 中铁四局 新建连云港至盐城铁路站后四电及相关工程 183,233 610日历天

7 中铁隧道 广州铁路枢纽东北货车外绕线站前工程WRSG2标段 160,450 36个月

8 中铁一局

渝怀铁路涪陵至梅江段（成都局管内）增建二线站前

工程5标

151,418 56个月

9 中铁大桥局

新建铁路丽江至香格里拉线金沙江特大桥站前工程

LXZQ-3标段

119,872 48个月

10 中铁六局 新建和顺至邢台铁路工程施工HXZQ-3标 99,153 42个月

11 中铁电气化局

新建云桂铁路云南段“四电” 系统集成及相关配套工

程SD二标标段

70,264 12个月

12 中铁九局 秦沈铁路客运专线能力加强工程 68,780 18个月

13 中铁隧道

新建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先期开工段（青阳隧道）站

前工程JQGTSG-1标段

66,073 34个月

14 中铁九局 哈尔滨至牡丹江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ZQTJ-11标段 57,959 30个月

15

中铁电气化局、中

铁建工

新建云桂铁路云南段富宁等8座站房和全线生产生活

房屋及相关配套工程YGYNZF-2标

53,989 12个月

16 中铁建工

新建重庆至万州铁路万州北等3座车站站房及全线站

后剩余工程YWZF-1标段

52,495 14个月

公路工程

17 中铁一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至百色公路土建工程No.12标 82,243 42个月

18 中铁七局

广东省仁化（湘粤界）至博罗公路新丰至博罗段土建

工程 TJ24标

72,422 20个月

市政及其他工程

19 中国中铁 成都地铁3号线二期、三期工程投融资建设项目 787,310 39个月

20 中铁建工 南昌正盛太古港商业城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 320,000 1000日历天

21 中国中铁

厦门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总承包（3标

段）

300,008 1438日历天

22 中铁一局 肇庆市城市化道路改造工程投资建设—移交合同 295,400 29个月

23 中国中铁

深圳市龙华新区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工程BOT项目

及同步实施工程

256,121 534日历天

24 中国中铁 成都博览城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投融资建设项目 232,595 53个月

25 中国中铁 成都地铁1号线三期南段工程投融资建设项目 185,404 30个月

26 中铁九局 厄瓜多尔教育部200所“千年学校”临时学校项目 140,000 630日历天

27 中铁建工 依林家园、中电东莞大厦施工合同 132,029 1370日历天

28

中铁一局

中铁隧道

苏州市轨道交通3号线工程土建施工项目 （第三批）

Ⅲ-TS-15标、Ⅲ-TS-13标

116,242 973日历天

29 中铁大桥局

怀来县城市道路工程（沙城-东花园）项目官厅水库

特大桥施工项目

103,988 -

30

中铁建投、中铁航

空港

深圳地铁汇通大厦BT项目 59,385 1368日历天

31 中铁一局 贵阳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9标 56,179 23.5个月

32 中铁四局 杭州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SG6-6标段 55,449 1051日历天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6,559,479万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

则下2014年营业收入的10.75%。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A�股简称:中国中铁 H�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2015-060

A�股代码:601390� � � � � H�股代码：390� � � � � � �公告编号：临2015-06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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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属2015年第4次定期会议（2015年

度总第9次）〕 通知和议案等书面材料于2015年10月22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

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

淀区复兴路69号中国中铁广场A座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6名，实际出席会

议的董事6名。会议由董事长李长进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议案》，由董事会秘书组织好相关披露工作。

表决结果：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的议案》。

表决结果：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意：

1.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发行的主要条款：

（1） 在境内外债券市场新增发行本金不超过人民币或等值人民币400亿

元的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

票据、公司债券，境内外市场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可转换成公司境内上市

A股及境外上市H股之可转换债券等并在本议案确定的有效期内一次或分次

发行；

（2）如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则单笔发行本金不超过15亿美元或等值人民

币，可转换债券持有人拟转换的A股或H股新股可以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一般性授权予以发行；

（3）根据公司具体资金需求，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满足公司经营需要、补充

流动资金、调整债务结构、并购、增资以及境内外项目投资等用途；

（4） 发行币种根据债券发行审批情况及发行时境内外债券市场情况，可

选择人民币债券或外币债券；

（5） 发行方式根据债券发行审批情况及发行时境内外债券市场情况确

定；

（6）发行期限及利率根据发行时境内外债券市场情况确定；

（7）发行主体为公司或公司的境内外全资子公司。 如由公司的一家境内

外全资子公司作为发行主体，公司可根据需要提供相应的担保。

（8）境内外债券发行事宜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

内有效。

2.�有关授权事项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

定及监管机构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公司经营需要、市场条件，在授权有效期内全

权决定和办理与债券类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债券类融资工具的种类、具体品种、具体条款、条件和其他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数量、实际总金额、币种、发行价格、利率或其确定方

式、合适的发行主体、发行地点、发行时机、期限、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是

否设置回售条款和赎回条款、评级安排、担保事项、还本付息的期限、筹集资金

运用、上市及承销安排等与发行有关的一切事宜；

（2）就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作出所有必要和附带的行动及步骤，包括但

不限于聘请中介机构，代表公司向相关监管机构申请办理发行相关的审批、登

记、备案、注册等手续，签署与发行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办理发行、交

易流通有关的其他事项；

（3）根据法律法规和境内外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签署及发布/派发与发

行债券类融资工具有关的公告和通函，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和/或批准程序(如

需)；

（4）依据境内相关监管机构意见、政策变化或市场条件变化，除涉及有关

法律、法规及《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须由公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

的事项外，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对与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有关的事项进行

相应调整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发行工作；

（5）决定和办理债券类融资工具上市的相关事宜（如需），包括但不限于

向相关监管机构申请办理相关审批、登记、备案、注册等手续，签署与债券类融

资工具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 办理与债券类融资工具上市有关的

其他事项；

（6） 在公司已就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作出任何上述行动及步骤的情况

下，批准、确认及追认该等行动及步骤；

（7）办理其他与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相关的任何具体事宜以及签署所有

所需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根据非公开发行

结果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1,299,900,000元增至人民币22,844,301,

543元。

表决结果：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修订方案详见本公告附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秘书

确定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日期， 并根据证券监管机构规定及时发出股东大

会通知、做好临时股东大会的筹备工作。

表决结果：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内容对照表

修订前条款序

号

修订前条款内容 修订后条款内容 修订依据

第十八条

公司成立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于二〇

〇七年十一月六日以证监发行字

〔2007〕 396号文批准，首次向境内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67,

500万股，并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后，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国合 字

〔2007〕35号文批准，发行382,490

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含超额配售

49,890万股）， 相关国有股减持并

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38,249万股，

合计420,739万股。

上述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本结

构为：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持有1,

241,751万股，占58.30%；境内社会

公众持有467500万股， 占21.95%；

境外社会公众及社保基金理事会持

有420739万股，占19.75%。

2009年9月，中国铁路工程总公

司根据财政部、国资委、中国证监会

和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联合发

布的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

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

法》 的规定， 将持有的公司467,

500,000股A股股份转由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

上述转持完成后， 公司股本结

构为：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持有1,

195,001万股，占56.10%，境内社会

公众持有514,250万股，占24.14%；

境外社会公众持有420,739万股，占

19.75%。

公司成立后，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

称中国证监会） 于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六日以

证监发行字〔2007〕 396号文批准，首次向境

内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467,500万股，

并于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后，经中国证

监会证监国合字 〔2007〕35号文批准， 发行

382,490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 （含超额配售

49,890万股），相关国有股减持并转为境外上

市外资股38,249万股，合计420,739万股。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为2,129,

990万股，其中人民币普通股1,709,251万股，

占80.25%； 境外上市外资股420,739万股，占

19.75%。

经中国证监会于二〇一五年六月十八日

以证监许可〔2015〕1312号文批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44,401,543股。本次

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总股本为22,844,301,

543股，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18,636,911,543

股， 占81.58%； 境外上市外资股4,207,390,

000股，占18.42%。

2015年7月完成

非公开发行A股

股份引起公司股

本变化所致

第二十二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129,

990万元。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844,301,543

元。

2015年7月完成

非公开发行A股

股份引起公司注

册资本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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