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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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代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成林及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成林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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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1,226,756.94 2,597,555,707.59 -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74,427,357.50 2,126,733,775.06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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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49,577.39 -478,059,9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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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5,007,863.02 434,383,663.79 32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2,306,417.56 -61,838,744.0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8,969,805.26 -61,838,248.76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49 -5.2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6 -0.05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6 -0.05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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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04.32 7,418,2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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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10,000.00 -10,000.00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3,427.33 -744,818.14

合计 18,031.65 6,663,38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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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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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

公司

520,000,000 35.51 400,000,000 冻结 52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32,716,270 2.23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9,290,200 1.32 未知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6,100,500 0.42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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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3,943 0.34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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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

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

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

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

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

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0.26 未知 未知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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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716,270 人民币普通股 32,716,27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29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90,2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1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6,1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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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3,943 人民币普通股 4,913,943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报告期末，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与有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详，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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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截止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为：18.2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320.14%，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大宗贸

易增加所致。

2、截止本报告期营业成本为：18.2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320.79%，主要原因是全资子公司大连福美贵金属大宗贸

易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关于公司恒大涉诉事项，公司分别于2015年6月27日、

2015年9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媒体报纸上披露了

进展公告。 大显集团及代威先生承诺上述事项将由大显集团

及代威先生承担，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目前大显集

团正积极处理相关后续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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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司本次发行的4亿股

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公司于2015年6月18日披露了《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公司承诺在披露终止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公司股票复牌

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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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代威

日期 2015-10-30

证券代码：

600747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5-105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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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1日以书面、电话

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知。

（三）本次监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以现场表决的

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五）本次监事会由张国庆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监事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编制审

议程序进行了全面审核，一致认为：

1、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2、 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

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

地反映了公司本期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第三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4、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投票结果：3票赞成，O票反对，O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747

股票简称：大连控股 编号：临

2015-104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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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21日以书面、电话

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5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五）本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华韡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投票结果：7票赞成，O票反对，O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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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公司负责人蔡小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庄申安及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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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28,906,587.06 5,542,806,274.50 26.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53,904,546.68 2,897,667,337.37 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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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565,876.67 -47,855,7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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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4,025,253.33 1,588,944,865.86 9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95,850,953.40 26,807,742.28 63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1,560,700.07 21,131,967.22 806.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6.554 2.257 增加4.29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99 0.036 452.7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99 0.036 45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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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90.41 78,0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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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939.98 4,539,975.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866,221.53 856,014.28

所得税影响额 -354,958.51 -968,797.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89,637.94 -214,962.60

合计 2,402,655.47 4,290,2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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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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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仪电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

215,285,513 21.85 76,412,609 无 国有法人

北京申安联合有限

公司

168,442,082 17.10 168,442,082 质押 29,55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26,262,240 2.67 0 未知 未知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3,411,400 1.3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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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4,689 1.31 0 未知 未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富国改革动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0,000,000 1.02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四组合

9,239,861 0.94 0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一组合

8,626,588 0.88 0 未知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汇添富

环保行业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8,000,013 0.81 0 未知 未知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华泰组合

7,982,078 0.81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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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仪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38,872,904 人民币普通股 138,872,90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262,240 人民币普通股 26,262,24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41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4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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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44,689 人民币普通股 12,944,68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改

革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9,239,861 人民币普通股 9,239,861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8,626,588 人民币普通股 8,626,58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

添富环保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8,000,013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13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华泰组合

7,982,078 人民币普通股 7,982,078

中国工商银行－中银持续增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886,901 人民币普通股 6,886,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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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与期初增

变动原因

减百分比

应收账款 2,062,477,500.93 1,042,998,741.84 98% 本期公司销量扩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483,259.56 46,621,571.31 -43%

本期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82,698,133.12 61,312,581.03 35% 本期基建项目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320,388.00 22,593,723.73 -41%

本期预付固定资产金额减

少所致

长、短期借款 1,867,860,342.00 654,860,224.60 185%

本期公司因经营所需和归

还信托借款，向银行新增借

款所致

应付账款 1,187,824,589.19 723,703,346.85 64%

本期公司销量扩大，增加采

购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949,175.33 8,971,747.68 44%

本期计提职工福利费增加

所致

应交税费 66,766,133.18 137,998,405.27 -52%

本期公司缴纳上年度税金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07,536,000.02 100,000,000.00 408%

本期将于1年内到期中票从

应付债券转入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1,050,078.92 328,978,031.78 -84%

主要系本期公司归还信托

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 - 412,976,666.67 -100%

本期将于1年内到期中票，

结转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387,195.98 -11,048,359.90 42%

本期公司投资的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账面其他综

合收益增加所致

未分配利润 606,370,644.36 433,637,098.97 40%

本期公司利润大幅增长所

致

利润表：

项目

本期金额

（1-9月）

上期金额

（1-9月）

与上期增

变动原因

减百分比

营业成本 2,386,308,244.39 1,244,419,812.37 92% 合并范围变动导致

营业税金及附加 23,794,959.07 3,099,472.62 668% 合并范围变动导致

销售费用 138,865,803.28 99,734,552.31 39% 合并范围变动导致

管理费用 272,786,043.33 156,050,671.57 75% 合并范围变动导致

财务费用 70,175,012.16 24,043,778.85 192% 合并范围变动导致

资产减值损失 10,825,423.65 7,645,649.08 42% 合并范围变动导致

投资收益 92,962,611.38 -7,744,224.15 1300%

本期增加系华鑫证券权益

法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243,430.42 7,733,557.11 278%

本期增加系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营业外支出 676,081.20 71,722.51 843% 合并范围变动导致

所得税费用 49,780,231.91 16,799,418.74 196% 合并范围变动导致

现金流量表：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与期初增

变动原因

减百分比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179,413,144.74 20,805,539.85 762%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

1,855,223,930.90 1,157,558,234.81 60%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

职工支付的现金

264,555,585.02 215,752,034.32 23%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259,780,876.53 53,766,906.52 383%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

346,309,262.24 120,356,122.60 188%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

的现金

434,334.50 2,554,867.18 -83%

本期减少主要系上期收到

华鑫证券现金红利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105,226,537.21 34,903,362.83 201%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21,157,500.00 33,768,300.00 -37%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

300,000.00 21,353,562.25 -99%

本期减少主要系上期收到

哈维尔公司和INESA公司

少数股东投资款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2,372,781,404.90 405,817,484.60 485%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1,187,401,287.50 312,052,837.10 281%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06,505,883.25 54,720,085.44 95% 合并范围变动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258,106,227.40 - 100% 本期归还信托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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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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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请详见公司2015年半

年度报告中“承诺事项履行情况”的相关内容。

截至本报告披露之日，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上海仪

电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和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均严格按

照承诺要求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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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小庆

日期:2015-10-31

证券代码 ：

600651

证券简称 ：飞乐音响 编号：临

2015-070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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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

与表决董事11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名。会议出席董事人数

及召开会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审议通过 《关于受让上海亚明合同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1）公司以上海亚明合同能源有限公司截至

2015年8月31日经审计账面净资产值90,318,160.07元的价

格， 受让上海亚明照明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亚明合同能源有

限公司100%股权，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签署相关转让协议并

办理该股权转让过程中的相关手续；

（2）同意合同能源公司变更企业名称（暂定名：上海飞

乐工程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经营范围，并办理相关工商变

更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绩效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核算管理

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

600651

证券简称 ：飞乐音响 编号：临

2015-071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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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

与表决监事5名，实际参与表决监事5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正文》；

监事会成员经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相

关编制程序认为： 公司2015年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

是符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季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

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公司经营、投资、财务、管理等

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1-9月份的经营管理和财

务状况等事项； 未发现参与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

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核算管

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