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1�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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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度报告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10名董事出席

董事会会议。 未出席董事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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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卓 独立非执行董事 公务原因 李国安

1.3� 公司负责人崔殿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詹艳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王健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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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注 调整前

总资产 320,336,364 298,677,184 142,306,387 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96,730,053 89,273,812 37,291,150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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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177,113 -10,628,586 881,7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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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148,554,772 148,022,677 84,890,008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960,768 7,945,370 3,973,712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5,634,223 3,775,206 3,677,172 49.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8.56 9.86 10.47 减少1.3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30 0.29 -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9 0.30 0.29 -3.33

注：调整后的数据为包含原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原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数据。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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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37 1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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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66 38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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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19,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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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327,57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7,677 -31,458

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损益 ?-? -7,702

小计 265,451 2,412,669

所得税影响额 -16,104 -81,2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78 -4,889

合计 244,869 2,326,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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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态 数量

14,786,323,011 54.18 0 无 0

国有法

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注3

4,362,851,809 15.99 0 未知 -

境外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815,937,468 2.99 0 未知 -

国有法

人

北京北车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380,172,012 1.39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304,502,100 1.12 0 未知 -

国有法

人

博时基金－农业银

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0.46 0 未知 -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

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0.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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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66,000 0.46 0 未知 -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

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0.46 0 未知 -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

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0.46 0 未知 -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

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0.46 0 未知 -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0.4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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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366,000 0.46 0 未知 -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

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0.46 0 未知 -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

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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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注2 14,786,323,011 人民币普通股 14,786,323,011

HKSCC�NOMINEES�LIMITED注3 4,362,851,809 境外上市外资股 4,362,851,80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15,937,468 人民币普通股 815,937,468

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80,172,012 人民币普通股 380,172,01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04,502,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502,10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

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5,3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6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理公司、北京北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均是中

国中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 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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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注1 1,431,299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注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A股股东户数为1,428,759户，H股登记股东户数为2,540户。

注2：中车集团实际持有的公司14,786,323,011股A股股份中，7,796,321,142股登记

在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车集团” ）名下，其所持公司的股份尚待办理完成过户

登记至中车集团名下的证券登记手续；6,990,001,869股登记在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北车集团” ）名下，尚待办理完成证券登记股东更名为中国中车集团公

司的手续。

注3：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

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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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以下分析中的“报告期”是指2015年1-9月份。 ）

1． 其他流动资产比年初减少2,330,581千元，减幅33.86%，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待抵

扣增值税比年初减少所致。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年初增加1,049,549千元，增幅102.69%，主要是公司报告期

内购买其他公司股权增加所致。

3． 商誉比年初增加557,836千元，增幅71.75%，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并购海外子公司

SMD� Group所致。

4． 短期借款比年初增加8,918,734千元，增幅106.86%，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增加银

行短期借款所致。

5.�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1,245,589千元，减幅37.48%，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缴纳了税

金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减少1,442,938千元，减幅31.64%，主要是公司报

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减少所致。

7． 预计负债比年初增加2,020,121千元，增幅107.70%，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合并青

岛四方庞巴迪铁路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ST” ）所致。

8． 股本比年初增加13,485,758千元，增幅97.70%，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原南北车合

并引起股本增加所致。

9.�资本公积比年初减少13,541,935�千元，减幅30.42%，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原南北

车合并后部分净资产调整至股本所致。

10.�财务费用同比减少649,044千元，减幅46.21%，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平均有息负债

同比减少所致。

11.�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346,079千元，减幅34.37%，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计提的各

项减值损失减少所致。

12.�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159,736千元，减幅49.15%，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子公司搬迁

费用支出减少所致。

13． 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增加435,521千元，增幅35.83%，主要是合并BST所致。

14.�经营活动的现金净流量为净流出10,177,113千元，净流出量比上年同期减少451,

473千元，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度同期减少额小

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出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额所致。

15.�投资活动的现金净流量为净流入639,478千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出10,692,665千

元，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回收短期投资增加所致。

16.�筹资活动的现金净流量为净流入1,761,096千元，净流入量比上年同期减少23,

187,577千元，主要是公司上年度经营性净现金流入增加，报告期内较上年同期净减少了有

息负债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于2015年7月16日、2015年7月23日、2015年8月19日成功发行三期

总额为人民币6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2.�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

公司201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以截至2015年6月30日的总股本27,288,758,333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1.2元人民币（含税）的现金红利。 该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预期现金红利将

于2015年12月16日前发放完毕。

3.�南车集团与北车集团合并进展情况

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南车集团和原第二大股东北车集团于2015年8月5日签署了《中国北

车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与中国南车集团公司合并协议》（以下简称“《集团合并协

议》” ）。 根据《集团合并协议》，北车集团吸收合并南车集团，南车集团注销，北车集团更

名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南车集团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资质及其他一切

权利与义务均由合并后企业承继（以下简称“本次集团合并” ）。 本次集团合并已经国务院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并已通过中华人民共

和国商务部反垄断审查。 2015年9月，北车集团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更名为“中国中车集团

公司” 。

详情请参见公司于上交所网站和联交所网站刊发的日期为2015年8月5日、2015年8月

10日、2015年8月25日、2015年9月22日和2015年9月25日的相关公告。

4.�关于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知识产权事宜

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国铁路总公司于2013年3月正式成立。 依据

国务院批复文件，中国铁路总公司承继原以铁道部名义签订的债权债务等经济合同、民事合

同、协议等权利和义务；承继原铁道部及国家铁路系统拥有的无形资产、知识产权、品牌、商

标等权益，统一管理使用。 中国铁路总公司逐步开始对其继承的原铁道部的资产进行梳理，

包括对原铁道部过去组织的包括本公司前身在内的国内多家公司形成投标联合体参与国际

招投标及技术引进涉及到的知识产权及未来衍生技术（以下简称“相关知识产权” ）安排进

行梳理及确认。

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后，组织包括本公司在内的国内多家公司，形成投标联合体，具体

推动高铁走出去工作。 为了更好地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加快中国高铁走出去步伐，实现共赢

目标，本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已就涉及本公司的相关知识产权的安排达成一致，同意按以

下原则对相关知识产权予以确认：(1)就本公司及本公司前身与原铁道部已有合同或协议明

文约定为共有的相关知识产权，按原约定确认为本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共有知识产权；

(2)就本公司及本公司前身与原铁道部未有合同或协议明文约定为共有的相关知识产权，按

适用的中国法律规定确认本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在该等相关知识产权的权益；(3)依据上

述(1)和(2)确认为本公司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共有的相关知识产权，在未来对外转让或许可他

人使用而取得转让收益/许可费时，本公司届时将与中国铁路总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惯例及

约定公平确定具体分成。 本公司将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在上述原则的框架内，就具体相关知

识产权签署协议。

上述相关知识产权安排的确认是依据本公司及本公司前身和原铁道部的先前约定或有

关法律法规对双方就相关知识产权应享有的权利的依法确认和落实，不构成对相关知识产

权的处置。 上述相关知识产权安排的确认不会对本公司的历史财务信息造成影响，并且，本

公司预计其亦不会对本公司未来的业务运营以及财务报表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一、公司出具的承诺

1．避免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新材” ）同业竞争的承

诺

为解决中国中车与时代新材之间的同业竞争，2015年8月5日，中国中车出具了《关于避

免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中国中车目前

在轨道车辆用空气弹簧、轨道车辆用橡胶金属件等领域与中国中车间接控股的时代新材存

在同业竞争。 为解决与时代新材之间的同业竞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中车承诺

将于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五年内通过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资产重组、业务

整合等）解决与时代新材的同业竞争问题。

报告期内，中国中车遵守了其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2．避免与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代电气” ）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解决中国中车与时代电气之间的同业竞争，2015年8月5日，中国中车出具了《关于避

免与株洲南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中国中车目前在

传动控制系统、网络控制系统、牵引供电系统、制动系统、轨道工程机械、电子元器件、真空卫

生系统等领域与本公司间接控股的时代电气存在同业竞争。 为保证时代电气日后发展之利

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中车承诺就其从事的与时代电气存在竞争的业务而言：

（1）中国中车将向时代电气授予购买选择权，即时代电气有权自行决定何时要求中国中车

向其出售有关竞争业务；（2）中国中车进一步向时代电气授予优先购买权，即在中国中车计

划向独立第三方出售竞争业务时，应优先按同等条件向时代电气出售，只有在时代电气决定

不购买的情况下方可向第三方出售；（3）时代电气是否决定行使上述选择权和优先购买权

将可通过时代电气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决定；（4）上述选择权和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以及以其

他有效方式解决同业竞争事项需受限于中国中车及时代电气各自届时履行所适用的上市地

监管、披露及股东大会审批程序；及（5）上述不竞争承诺的期限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时

代电气退市或中国中车不再是时代电气间接控股股东时为止。

报告期内，中国中车遵守了其所作出的上述承诺。

二、中车集团出具的承诺

1.�与首次公开发行相关的承诺

以下承诺为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 ）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北车” ）上市时，南车集团、北车集团分别作出的承诺。 中国南车与中国北

车合并完成后，北车集团对中国北车出具的下述承诺继续对中国中车有效。 北车集团与南

车集团合并完成后，以下承诺由中车集团继续履行。

（1）有关房屋产权问题的承诺

中国南车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中国南车拥有的房屋中尚有326项、总建筑面积为282,

019.03平方米的房屋（占中国南车使用房屋总建筑面积的7.85%）尚未获得《房屋所有权

证》。 对于该部分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产，南车集团承诺：对于南车集团投入中国

南车的资产中包含因规划、施工等手续不全而未能取得完备产权证书的房屋，南车集团承诺

该等房屋具备中国南车所需要的生产经营的使用要求，且如基于该等房屋而导致中国南车

遭受任何损失，南车集团将承担一切赔偿责任及中国南车为此所支出的任何经济损失。 截

至报告期末，公司在拥有的房屋中尚有成都公司93项、总建筑面积约为55,180.49平方米的

房屋未获得《房屋所有权证》。

报告期内，中车集团遵守了上述承诺。

（2）有关《国有土地使用证》未注明使用权限或终止日期的承诺

中国北车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其取得的部分授权经营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中，

未注明土地使用权期限或终止日期。 北车集团承诺，若因授权经营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

证》中未注明土地使用权期限或终止日期，从而给中国北车相关全资子公司造成损失的，北

车集团将对该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报告期内，中车集团遵守了上述承诺。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上市时，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就避免与其发生同业竞争分别作出了

承诺；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并时，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就避免与合并后新公司发生同业竞

争分别作出了承诺；北车集团与南车集团合并时，在承继前述承诺义务的基础上，北车集团

于2015年8月5日出具了《关于避免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具体承

诺如下： ①北车集团承诺北车集团本身、 并且北车集团必将通过法律程序使北车集团之全

资、控股子企业将来均不从事任何与中国中车正在经营的业务有直接竞争的业务。②在符合

上述①项承诺的前提下，如北车集团（包括北车集团全资、控制的子企业或其他关联企业）

将来经营的产品或服务与中国中车的主营产品或服务有可能形成竞争， 北车集团同意中国

中车有权优先收购北车集团与该等产品或服务有关的资产或北车集团在子企业中的全部股

权。③在符合上述①项承诺的前提下，北车集团将来可以在中国中车所从事的业务范围内开

发先进的、 盈利水平高的项目， 但是应当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将项目成果转让给中国中车经

营。④如因北车集团未履行上述所作承诺而给中国中车造成损失，北车集团将赔偿中国中车

的实际损失。

报告期内，中车集团遵守了上述承诺。

3.�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并时， 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就保持合并后新公司的独立性分别

作出了承诺；北车集团与南车集团合并时，在承继前述承诺的基础上，北车集团于2015年8

月5日出具了《关于保持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北车集团

保证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和业务方面与中国中车保持分开，并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关于

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违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程序，干预中国中

车经营决策，损害中国中车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北车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以

任何方式占用中国中车及其控股企业的资金。

报告期内，中车集团遵守了上述承诺。

4.�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并时， 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就规范与合并后新公司的关联交易

分别作出了承诺。 北车集团与南车集团合并时，在承继前述承诺的基础上，北车集团于2015

年8月5日出具了《关于规范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承诺如下：

北车集团及北车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中国中车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关

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北车集团将继续履行其与中国北车签

署并由合并后新公司承继的关联交易框架协议以及南车集团与中国南车签署的关联交易框

架协议（中国中车承继中国北车、中国南车在该等关联交易框架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并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中车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关联交易价格的

确定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

格确定。

报告期内，中车集团遵守了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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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崔殿国

日期 2015-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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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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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5年10月

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15年10月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1人，实到董事10人。 独立非执行董事吴卓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现场会议，委托独立非执

行董事李国安先生代其行使在本次董事会会议上各项议案的表决权和会议决议、会议记录、

独立董事意见等文件的签字权。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崔殿国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 审议通过 《关于北京时代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转让及权属变更等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北京南车时代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将约46亩土地及该区域内的房屋协议转让给北

京时代志业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用于建设保障性员工住房。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北京南车时代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将约46亩土地及该区域内的房屋

协议转让给北京时代志业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系公司建设保障性员工住房的需要，对公司发

展具有积极意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议案的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

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崔殿国、郑昌泓、刘化龙、奚国

华、傅建国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北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南车国际装备工程有限公司合并设立中国

中车国际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北车进出口有限公司与南车国际装备工程有限公司合并设立中国中车国际有限公

司。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南车（香港）有限公司和北车（香港）有限公司重组设立中国

中车（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中国南车（香港）有限公司和北车（香港）有限公司重组设立中国中车（香港）有

限公司和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北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南车财务有限公司合并设立中国中

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中国北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南车财务有限公司合并设立中国中车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两家财务公司合并一方面是相关监管规则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公司内部资源整合，更加便捷地利用资本市场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筹集、融通资金，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为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及产品

销售等提供金融服务；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该关联交易事

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关联董事崔殿国、郑昌泓、刘化龙、奚国

华、傅建国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六、 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原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储账户的议

案》。

同意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富华大厦支行开立新的募集资金专户， 将原中

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募集资金存储账户余额转入新账户。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并有效控制投资

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不用于投

资股票及衍生产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具体实施理财相

关事宜，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为实现公司部分闲置资金的收益最佳，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不用于投资股票及

衍生产品），符合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会造成公司资金压力，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

常开展，并能够提高公司部分闲置资金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相关内控制度健全，能有效防范风险。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20亿元的自有资金用于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不用于投资股票及衍生产品）。

具体内容请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另行公告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有关关联交易总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签署有关关联交易总协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1）公司拟签署的有关关联交易总协议项下交易

属于公司的持续关联交易，为公司在其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款进行，交易的条款及交易

上限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2）公司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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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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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5年10月

2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15年10月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3人，实到监事2人，监事会主席万军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现场会议，委托监事陈方平先

生代其行使在本次监事会会议上各项议案的表决权和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的签字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陈方平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

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未发现2015年第三季

度报告所载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 审议通过 《关于北京时代保障性住房建设用地转让及权属变更等相关事宜的议

案》。

监事会认为：北京南车时代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将约46亩土地及该区域内的房屋协议转

让给北京时代志业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系公司建设保障性员工住房的需要， 对公司发展具有

积极意义。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北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南车财务有限公司合并设立中国中

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中国北车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与南车财务有限公司合并符合相关监管规则

的要求，也有利于公司内部资源整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不用于投资股票及衍生产品）符合公司的财务

状况，能够提高公司部分闲置资金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有关关联交易总协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属于公司的持续关联交易，为公司在其日常业务中按一般商务条

款进行，交易的条款及交易上限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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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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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公

司资金使用效益，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在确保资金安全、操

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并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2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不用于投资股票及衍生产品），在该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时，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具体实施理财相关事宜，授权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1、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增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

拟在确保资金安全、操作合法合规、保证正常生产经营不受影响并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

下，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人民币120亿元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2、金额

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不用于投资股

票及衍生产品）。 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3、实施方式

购买理财产品以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的名义进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

上述额度范围内行使具体决策权，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

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4、决议有效期

自上述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利用部分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并能够提

高公司暂时闲置的资金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符合股东整体利益。

2、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

全理财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理财产品购买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

财资金安全以及相关交易条款公平合理。

3、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为实现公司部分闲置资金的收益最佳，在有效控制风

险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不用于

投资股票及衍生产品），符合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会造成公司资金压力，也不会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开展，并能够提高公司部分闲置资金的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相关内控制度健全，能有效防范风险。 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120亿元的自有资金用于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不用于投资股票及衍生产品）。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

2015年1月1日至本公告日，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发生额为人民币30.9亿元，余额为人民

币14.8亿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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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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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盛华 独立董事 因公出差 王新

1.3� 公司负责人邓元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永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刘恒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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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64,133,666.85 58,980,591,500.73 -0.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52,340,966.50 6,082,182,497.37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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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61,288,381.61 -552,584,14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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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73,579,482.45 50,841,686,977.97 -23.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710,469.13 298,093,358.36 -47.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10,627,293.67 249,424,010.52 -55.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 4.93 减少2.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1 0.2043 -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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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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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83.03 -3,507,100.0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100,9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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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6,23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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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5,219.08 15,421,68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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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26,915.35 38,280,850.4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6,933,401.98 -8,030,136.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10,712.61 -5,119,341.51

合计 30,116,002.87 47,083,17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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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173,96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701,

620,295

48.08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323,

695

2.63 未知 未知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28,154,

149

1.93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7,765,

900

1.90 未知 未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沪

8,000,

061

0.55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

900

0.46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

900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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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8,

900

0.46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

900

0.46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

900

0.46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

900

0.46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

900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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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8,

900

0.46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

900

0.46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

900

0.46 未知 未知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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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701,620,295 人民币普通股 701,620,29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323,695 人民币普通股 38,323,695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28,154,149 人民币普通股 28,154,149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7,765,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65,9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018L－

FH001沪

8,000,061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61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6,6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6,69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第一大股东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大股东

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宝鸡桥梁厂)为公司发起

人。

(2)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宝桥集团有限公司

均为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其他股东关系未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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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3,900,727,458.72 6,549,606,221.20 -40.44 控制存贷双高所致。

应收票据 224,370,740.15 159,862,562.28 40.35 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4,737,115,398.46 10,834,896,178.85 -56.28 物贸业务开票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59,029,362.68 32,621,160.17 80.96 计提票据利息增加所致。

应付股利 196,620,442.75 17,491,407.29 1024.10 应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所致。

短期应付债券 3,000,000,000.00 100.00 发行短期票据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2,010,486,000.00 667,100,000.00 201.38

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和长期借款增加

所致。

长期借款 4,306,200,000.00 2,769,000,000.00 55.51 生产经营周转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预计负债 122,000,000.00 100.00 未决诉讼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财务费用 422,743,427.31 312,423,266.49 35.31 增加短期融资券及银行借款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42,279,470.89 28,175,249.29 1824.67 物贸业务预付账款计提坏账所致。

投资收益 4,136,453.33 53,726,634.76 -92.30 土地整理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6,031,038.05 10,425,110.84 149.70 债务重组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所得税 10,811,405.06 161,110,327.17 -93.29 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变动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961,288,381.61 -552,584,143.34 不适用 支付贸易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5,439,851.40 -150,477,696.46 不适用

加强了对投资的控制，同时收到了神佳米

股权转让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190,311,600.28 792,169,635.70 681.44

加强对施工和物贸业务的资金支持，增加

了银行借款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因筹划与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间资产置换的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股票已于2015年9月14日起停牌。 2015年9月21日公司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正式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情况和相关程序较为

复杂，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有关各方仍需就交易内容进行进一步沟通，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的商讨、论证、完善工作尚未最终完成。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股票仍在停牌

中。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中介机构正在有序开

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方面工作。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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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首次公

开发行相

关的承诺

解决同

业竞争

中铁二局

集团有限

公司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2月9日出具

了《关于避免与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同业

竞争的承诺书》， 承诺减少和避免与本公司

发生同业竞争。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保证

上述承诺在本公司上市后且及为本公司的

第一大股东期间，上述承诺持续有效。 如有

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中铁二局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所获收益全部

归股份公司所有。

2001年2月9

日，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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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邓元发

日期 2015年10月28日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

3

季度报告修订情况的说明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5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公司2015年3

季度报告。 经核查，发现工作人员数据录入错误，现修订如下：

一、2.1主要财务数据“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2.62” 修订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表中“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月

由33,826,715.48元修订为38,526,915.35元。

二、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的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中“营业外支出”变动

说明由“债务重组利得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修订为“债务重组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

三、4.1附录《合并现金流量表》中“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133,842,547.29元

修订为3,563,291,805.19元；《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中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

835,642,335.42元修订为2,671,444,220.26元。

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修订版）》。

上述内容的修改不影响投资者对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信息内容的实质判断。

特此说明。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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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公司代码：

600528

公司简称：中铁二局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766

公司简称：中国中车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