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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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柏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洪添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王静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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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1,301,516.23 2,014,212,725.45 -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898,786,418.58 844,981,593.18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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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929,299.86 -166,910,868.43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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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854,819.77 645,697,040.61 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1,191,103.18 21,567,701.04 137.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6,607,260.51 15,747,427.69 195.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87 2.72 增加 3.1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84 0.077 138.9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84 0.077 13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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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8.00 -2,3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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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0.00 4,882,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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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343.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6,779.17 -497.06

所得税影响额 -301,612.87 -847,960.1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22,500.01

合计 1,711,005.96 4,583,8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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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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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

司

61,881,

000.00

22.2 无

61,881,

000.00

国有法人

泰安市泰山宾馆有限

责任公司

5,653,

717.00

2.03 未知

5,653,

717.00

未知

桂林

4,549,

432.00

1.63 未知

4,549,

432.00

境内自然人

李德海

1,925,

700.00

0.69 未知

1,925,

700.00

境内自然人

贵州汇新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1,474,

247.00

0.53 未知

1,474,

247.00

未知

冯运杰

1,350,

000.00

0.48 未知

1,350,

000.00

境内自然人

赖一帆

1,220,

600.00

0.44 未知

1,220,

600.0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211,

400.00

0.43 未知

1,211,

400.00

国有法人

袁广凤

1,023,

467.00

0.37 未知

1,023,

467.00

境内自然人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1,000,

100.00

0.36 未知

1,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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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61,8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881,000.00

泰安市泰山宾馆有限责任公司 5,653,717.00 ?人民币普通股? 5,653,717.00

桂林 4,549,432.00 ?人民币普通股? 4,549,432.00

李德海 1,92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5,700.00

贵州汇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474,2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474,247.00

冯运杰 1,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0,000.00

赖一帆 1,22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0,6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21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1,400.00

袁广凤 1,023,46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467.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00,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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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期末 期初 差异变化 增减幅度（%）

应付票据 105,000.00 14,065,961.70 -13,960,961.70 -99.25

预收款项 94,671,197.10 137,631,535.67 -42,960,338.57 -31.21

应交税费 5,201,052.07 20,558,861.25 -15,357,809.18 -74.70

应付票据较期初减少99.25%，主要是票据到期结算所致；

预收款项较期初减少31.21%，主要系项目满足条件确认收入所致；

应交税费较期初减少74.7%，主要系缴纳税费所致；

2、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差异变化

增减幅度

（%）

营业税金及附加 3,287,004.84 1,916,510.08 1,370,494.76 71.51

销售费用 70,424,828.55 48,537,581.19 21,887,247.36 45.09

管理费用 194,053,103.11 155,218,995.65 38,834,107.46 25.02

财务费用 9,453,276.58 3,646,744.49 5,806,532.09 159.23

投资收益 78,642,387.02 35,043,402.72 43,598,984.30 124.41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71.51%，主要系应税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5.09%，主要系进一步加大市场投入所致;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5.02%，主要系项目研发及实施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59.23%，主要系系短期借款时间长、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24.41%，主要系浪潮乐金营业利润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项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差异变化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6,929,299.86 -166,910,868.43 9,981,568.57 5.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072,219.99 -329,241,721.66 439,313,941.65 133.4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510,337.50 302,567,591.40 -375,077,928.90 -123.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上升133.43%，主要系上年同期购买浪潮汇

达及增资云海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23.97%， 主要系上年借款多及本期偿

还部分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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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分析，公司决定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浪潮软

件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分别于2015年6月23日、2015年7月27日经公司七届十一次董事

会、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年8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395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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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有履行期

限

是否及时严格

履行

其他承诺 解决关联交易

浪潮软件集团

有限公司

浪潮软件集团

有限公司获得

特一级资质证

书后，在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等

要求的前提下，

根据其承诺将

把涉及本公司

主营业务范围

内的项目交由

本公司实施。

同时浪潮软件

集团有限公司

就避免同业竞

争向本公司做

出承诺，保证不

会损害公司及

公司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2013年8月、长

期

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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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柏华

日期 2015-10-29

证券代码：600756� � � � � � �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编号：临2015-071号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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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10月2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

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董事5人，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由董事长王柏华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

议，一致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张晖先生辞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因工作原因，张晖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张晖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的快速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增补迟延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此议案尚需提请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王洪添先生、王静莲女士回避

表决本议案。

本次公司注销《浪潮软件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股票期权12万份。 本次股票期权

注销后，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48万份。

《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详见公告编号

为临 2015-074号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附件1：迟延坤先生简历如下：

迟延坤：男，1963�年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1984�年毕业于南京理

工大学软件专业。 曾任青岛微电脑联合咨询服务中心开发部经理，副总经理，青岛浪潮海风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山东浪潮齐鲁软件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为本公司副

总经理。

证券代码：600756�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临2015-074号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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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11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11月16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S06楼南三层309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11月16日

至2015年11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1.01 增补迟延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15年10月31日在指定的报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了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 既可

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

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多

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

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756 浪潮软件 2015/11/12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持有的证件：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

的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

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出席会议；委托他人出席的，受托人持本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委托人持股凭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二）登记手续及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应持上述证件办理登记手

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传真、信函等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前款规定的有效证件复印件），附

联系电话，并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本公司证券部。

（四）登记时间：2015年11月13日9:00-12:00，13:00-16:00。

六、 其他事项

（一）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1036号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1-85105606

传 真：0531-85105600

电子邮箱：600756@inspur.com

邮政编码：250101

联系人：王亚飞

（二）本次股东大会拟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自行安排交通、食宿等费用。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11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 增补迟延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

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

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

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

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

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

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

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

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

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

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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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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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29日，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的议案》，根据《浪潮软件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注销股票期权12万份。调整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48万份。 有关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简述

1、 公司于2015年5月5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全体独

立董事已就《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5年5月27日，公司收到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山东省国有资产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有关问题的意见》（鲁国投人事

〔2015〕20号），原则同意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实施本次股权激励。

3、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浪潮软

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浪潮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与《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确定股票期权授权日、授权董事会在激

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相关的全部事宜。

4、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以及《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认为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同

意授予50名激励对象560万份股票期权。根据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

会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2015年6月26日。 监事会认为本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激励对象符合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授予日的确定合法、有效。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原因、依据及数量

鉴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张晖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十二章第二条第2款，取消已授予其的全部

股票期权12万份。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激励对象已获授的股票期权12万份予以注销。

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后， 公司股票期权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548万

份。

三、本次股票期权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股票期权注销未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未对公司管理层

的勤勉尽责造成影响，公司管理层将继续勤勉尽责，竭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

关规定，办理本次股票期权注销的相关手续。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756� � � � � � �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编号：临2015-072号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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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7日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监事会主席李伟先生主持此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以传真和邮件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一）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

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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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京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黎建萍及会计机构负责

人任百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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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9,827,201.14 5,972,386,051.60 -1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81,940,123.83 1,433,764,972.02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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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704,609.91 451,989,275.65 -2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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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447,969,770.00 1,261,865,278.00 -64.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0,792,934.95 68,089,379.37 -2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0,066,553.01 68,028,257.87 -55.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48 4.88 减少1.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5 -2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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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01,343.62 处置子公司取得的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633,766.17 -2,745,629.54 违约金、滞纳金等

所得税影响额 158,441.53 336,823.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142,597.39 533,844.18

合计 -332,727.25 20,726,3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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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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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204,983,

645

45.26 0 无 0 国有法人

纪韫恬 3,546,000 0.7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宗轩 2,778,756 0.6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兴业事

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218,297 0.49 0 未知 未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

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2,000,000 0.44 0 未知 未知

李葛卫 1,900,000 0.4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保德信国企

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666,600 0.37 0 未知 未知

师南平 1,619,50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智勇 1,617,500 0.3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林庆强 1,556,900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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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4,983,645 人民币普通股 204,983,645

纪韫恬 3,54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6,000

李宗轩 2,778,756 人民币普通股 2,778,75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

宝兴业事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2,218,297 人民币普通股 2,218,297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李葛卫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

德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1,66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6,600

师南平 1,619,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9,500

徐智勇 1,6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7,500

林庆强 1,55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6,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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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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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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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1,153,835,281.94 2,206,180,206.89 -47.70 土地增值税等税金的缴纳

其他应收款 33,764,678.68 12,042,748.02 180.37 本期处置子公司应收股权款

投资性房地产 85,599,268.57 53,672,174.96 59.49 存货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应付职工薪酬 14,498,917.48 14,498,917.48 -34.43 发放上期末工资

应交税费 5,167,594.22 810,095,071.33 -99.36 缴纳上期计提土地增值税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309,938,637.70 -100.00 已归还到期负债

年初至报告期末

金额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金额

营业收入 447,969,770.00 1,261,865,278.00 -64.50 可结转商品减少

营业成本 243,659,692.45 613,571,420.66 -60.29 可结转商品减少

营业税金及附加 60,006,671.51 251,409,097.54 -76.13 可结转商品减少

销售费用 15,470,834.33 11,688,998.64 32.35 销售推广费增加

财务费用 19,593,044.15 91,006,772.97 -78.47

委贷下放， 利息费用资本化及提

前偿还部分信托借款

营业外收入 126,995.00 -100.00 本期未发生相关事项

所得税费用 11,213,554.16 97,384,691.31 -88.49 利润总额减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32,704,609.91 451,989,275.65 -262.11

商品销售减少及项目公司土地增

值税的缴纳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954,714.17 -523,819.00 不适用 本期处置子公司收到股权款

3.2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下一

步计划

与再融资

相关的承

诺

解决同业

竞争

北京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承诺避免、消

除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同业竞

争

2006年6

月承诺，期

限为长期

否 是 - -

解决关联

交易

北京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承诺减少、规

范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关联交

易

2006年6

月承诺，期

限为长期

否 是 -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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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房地产销售及出租情况

房地产开发主要经营情况

单位：元；万平方米

指标

本期数

(7月-9月)

上年同期数

(7月-9月)

本期与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新增房地产储备面积 0 0 不适用

开复工面积 11 0 不适用

竣工面积 0 0 不适用

签约面积 13,300 7,444 78.67%

签约金额 188,063,559 47,823,777 293.24%

房地产出租情况

出租项目所处地

区

种类

出租房地产面积或个

数

出租率

本季度取得的租金收入

（元）

北京 库房 0.34万平米 100% 256,053

北京 车库 1070个 100% 1,140,000

公司名称 京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京付

日期 2015-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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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潮 软 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京 能 置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600791�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京能置业

公司代码：6007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浪潮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