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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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丽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辉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22,182,976,158.39 19,156,530,712.75 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719,361,998.59 6,464,736,147.32 3.9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00,010,174.81 -0.44% 6,163,828,638.94 1.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0,546,261.04 -0.13% 302,975,450.94 -11.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0,126,966.02 -3.9% 285,075,201.82 -1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9,061,282.56 110.2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506 -0.12% 0.3443 -13.0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506 -0.12% 0.3443 -13.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 -0.08% 4.6% -0.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190,112.4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395,074.3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92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83,492.27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72,552.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48,892.44

合计 17,900,249.1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68,498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中材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49% 312,381,609 0

#�朱世雄 境内自然人 1.17% 10,310,001 0

中国银河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 9,000,000 0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石油管理

局

国有法人 0.98% 8,610,750 0

中国民生银

行－银华深证

100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8% 7,746,646 0

山西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信

海七号集合资

金信托

其他 0.77% 6,805,795 0

中国工商银

行－融通深证

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 6,204,408 0

中国银行－易

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 6,202,058 0

长城国兴金融

租赁有限公司

0.49% 4,305,373 0

侯大宇 境内自然人 0.48% 4,188,40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312,381,609 人民币普通股 312,381,609

朱世雄 10,310,001 人民币普通股 10,310,001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管理局 8,610,750 人民币普通股 8,610,750

中国民生银行－银华深证 100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7,746,646 人民币普通股 7,746,646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海七

号集合资金信托

6,805,795 人民币普通股 6,805,795

中国工商银行－融通深证 100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6,204,408 人民币普通股 6,204,408

中国银行－易方达深证 1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202,058 人民币普通股 6,202,058

长城国兴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4,305,373 人民币普通股 4,305,373

侯大宇 4,188,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8,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与上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未知上述除该公司外

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1、公司股东朱世雄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5,501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304,5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0,310,001股。

2、公司股东侯大宇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488,400股，通过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70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4,188,400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是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货币资金增加 66.93%，主要系本期中票及短期借款增加。

2、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应收账款增加 156.32%，主要系本年销售业务增加，部分货款在年底收回。

3、期末应收股利较期初增加 871.01%，被投资单位宣告分红，尚未收到现金股利，预计年底收回。

4、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 271.06%，主要系代垫付运费等所致。

5、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减少 31.74%，主要系部分项目转固所致。

6、期末工程物资较期初增加 245.18%，主要系在建工程项目开工所致。

7、期末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减少 41.23%，主要系伊犁南岗宣告分红所致。

8、期末短期借款较期初增加 64.53%，主要系流动资金贷款增加所致。

9、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30.91%，主要系期初有部分应付工资结余发放所致。

10、期末应付利息较期初增加 94.13%，主要系计提短融、中票、债券利息所致。

11、期末应付股利较期初减少 62.12%，主要系本期支付部分应付股利所致。

12、期末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 47.63%，主要系代收款项及其他往来增加所致。

13、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 46.71%，主要系到期归还所致。

14、本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277.43%，主要伊犁南岗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导致投资收益

减少所致。

二、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中国中材集团

有限公司 中

国中材股份有

限公司

为避免可能产生的同

业竞争，本公司控股股

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中材股

份）及实际控制人中国

中材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中材集团）承诺：

（1）中材集团、中材股

份保证不利用实际控

制人或控股股东的地

位损害天山股份及天

山股份其他股东的利

益。 （2）在中材集团、

中材股份作为天山股

份的实际控制人和控

股股东期间，保证中材

集团、中材股份及其控

股子公司和实际控制

的其他企业与天山股

份（包括天山股份所控

股企业）在同一销售市

场上不进行相同经营

业务的投入，不从事与

天山股份相同或类似

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

动，以避免对天山股份

的生产经营构成业务

竞争。 （3）中材集团、

中材股份将严格履行

上述承诺，如有违反，

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在中材集团、中材

股份控制的其他企业

与天山股份存在关联

关系期间，本承诺书为

有效之承诺。

2005年 05月

25日

长期 正在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中国中材股份

有限公司

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中国中材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 163,

171,495股股份，中材股

份承诺：自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份上市之日

起 3年内不转让其拥

有权益的股份。 如果

届时生效的法律、法规

或规范性文件对该等

股份转让另有规定，则

从其规定。

2010年 05月

21日

三年 完成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

步计划（如有）

无

三、对 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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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业绩预告情况:同向大幅下降

业绩预告填写数据类型区间数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累计净利润的预计数（万

元）

33,800

-

-

45,800 48,194 下降 -29.87%

-

-

-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7

-

-

0.36 0.37 下降 -27.03%

-

-

-2.70%

业绩预告的说明 由于受疆内及江苏水泥销售价格下降影响，2013年度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下降

四、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2013年 08月 20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光大证券 陈浩武

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项目建

设情况等，未提供资料。

2013年 09月 03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 田东红 刘

彬 国投瑞银 王鹏 华

安基金 张嘉辉 中国

人寿 段彦飞

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项目建

设情况等，未提供资料。

2013年 09月 17

日

公司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银河投资 李江 张恒

公司经营及发展情况，项目建

设情况等，未提供资料。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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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薛国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建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鹤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3,135,312,717.82 3,116,489,064.01 0.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00,250,511.53 1,845,193,200.65 -2.4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03,876,673.50 4.87% 2,301,579,371.96 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044,723.04 30.91% 56,909,920.20 32.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393,804.39 52.67% 56,591,695.85 56.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0,315,372.32 -95.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50.00% 0.10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50.00% 0.10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4% 0.23% 2.35% -0.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403,649.65 处理固定资产净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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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257.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7,151.5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8,190.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9,340.43

合计 318,224.3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77,532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常州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30.02% 168,497,736 0

BNP�PARIBAS�

WEALTH�

MANAGE-

MENT�HONG�

KONG�

BRANCH

境外法人 1.36% 7,619,573 0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新股＋

套利

其他 0.64% 3,568,200 0

CORE�

PACIFIC-YA-

MAICHI�

INTERNA-

TIONAL�(H.K.)�

LIMITED

境外法人 0.52% 2,900,062 0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单

一类资金信托

R2007ZX103

其他 0.46% 2,569,807 0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

海聚发－新股

约定申购资金

信托 19

其他 0.42% 2,382,890 0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杰

凯一期

其他 0.41% 2,300,000 0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中

海聚发－新股

约定申购 1资

金信托

其他 0.41% 2,291,309 0

ING�ASIA�

PRIVATE�

BANK�

LIMITED

境外法人 0.41% 2,290,000 0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新

股约定申购资

金信托(9)

其他 0.4% 2,265,460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

168,497,736 人民币普通股 168,497,736

BNP�PARIBAS�WEALTH�

MANAGEMENT�HONG�KONG�

BRANCH

7,619,573

境内上市外资

股

7,619,573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新股＋套利

3,568,2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8,200

CORE�PACIFIC-YAMAICHI�

INTERNATIONAL�(H.K.)�

LIMITED

2,900,062

境内上市外资

股

2,900,062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单一类

资金信托 R2007ZX103

2,569,807 人民币普通股 2,569,807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聚

发－新股约定申购资金信托 19

2,382,890 人民币普通股 2,382,890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杰凯一

期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海聚

发－新股约定申购 1资金信托

2,291,309 人民币普通股 2,291,309

ING�ASIA�PRIVATE�BANK�

LIMITED

2,290,00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2,290,000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新股约

定申购资金信托(9)

2,265,460 人民币普通股 2,265,4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公司前十名流通股东之间以及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帐款比年初增加 78.13%，主要为公司本期加强了市场开拓力度，扩大了协议赊销比重。

2、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 78.94%，主要为子公司厚生投资对华驰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暂借款所致。

3、短期借款比期初增加 50.00%，主要为子公司常奔公司本期增加了银行借款。

4、投资收益比上期增长 39.89%，主要为福田汽车股票本期分红增加所致。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期下降 95.86%，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公司赊销导致应收账款增

加。

二、对 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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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证券投资情况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公司持有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量 7225万股的“福田汽车” 股票和 5万股“宁沪高速” 股

票。

四、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2013年 07月 06日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其他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 2012年度分红安排

2013年 07月 17日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其他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 B股问题

2013年 07月 26日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其他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2013年 08月 11日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其他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股价问题

2013年 09月 03日 深交所互动易平台 其他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月销售数据情况

股票简称：苏常柴 A、苏常柴 B� � � �股票代码：000570、200570� � � �公告编号：2013-017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0 月 13 日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到 9 名董事，实到 9 名，为薛国俊、蒋华平、何建光、石建春、徐振

平、庄荣法、沈宁吾、曹慧明、朱剑明。 监事会主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关于设立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见同时刊登的对外投资公告）

董事会同意与常州厚生投资有限公司、杨永涛和胡志强四方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常州常柴厚生农

业装备有限公司（暂定名），从事插秧机的开发、制造、生产和销售。 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

资 7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常州厚生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杨永涛出资 4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胡志强出资 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0月 25日

股票简称：苏常柴 A、苏常柴 B� � � �股票代码：000570、200570� � � �公告编号：2013-018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0月 23日召开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与常州厚生投资有限公

司、杨永涛和胡志强四方共同以现金方式出资设立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暂定名），从事插秧机

等农业机械的开发、制造、生产和销售。 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7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常州厚生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杨永涛出资 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胡志

强出资 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主体介绍

1、投资方一：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2、投资方二：常州厚生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常州市怀德中路 123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石建春

主营业务：对外实业投资、投资管理与咨询服务等

实际控制人：常柴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00%。

3、投资方三：杨永涛，身份证号码：32060219650208****，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4、投资方四：胡志强，身份证号码：32060219740218****，与本公司及本公司 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常州常柴厚生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暂定名，尚需工商登记核准）

2、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长江中路 20号

3、注册资本：1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徐振平

5、经营范围：插秧机等农业机械的制造。

6、出资方式：

（1）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70%；

（2）常州厚生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2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5%；

（3）杨永涛以现金方式出资 4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

（4）胡志强以现金方式出资 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公司把插秧机项目作为进军农业装备领域的切入点和发展平台， 主要是为了开拓公司终端产品市

场，培养公司技术人才，提升技术水平，扩大公司柴油机、汽油机市场空间。

2、本次对外投资项目已进行了市场调研及可行性分析研究，但由于项目的实施与国家产业政策、市场

供求关系、行业竞争情况、技术进步、公司管理及人才等情况密切相关，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动都会直接影响

项目的经济效益。

3、本次项目投资规模占公司总资产、净资产、销售收入比重较小，短期内对公司利润影响不大。

五、备查文件

董事会七届三次会议决议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0月 25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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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明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俞军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元） 1,457,922,354.13 1,451,302,589.04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18,100,697.08 1,306,415,064.33 0.8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78,428,744.71 -13.71% 792,193,324.80 -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169,259.74 -3.84% 69,091,284.75 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079,445.78 -0.42% 68,892,890.32 9.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3,153,437.95 -1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 0% 0.27 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 0% 0.27 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7% -0.13% 5.26% 0.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66,427.59 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58,550.57

收到政府科技进步奖、节能专

项扶持资金、科技振兴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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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345.00

期货交易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和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1,418.67 收专利侵权赔偿金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34,802.22

合计 198,394.43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0,09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罗普斯金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70.23% 176,494,080

钱芳 境内自然人 4.66% 11,701,920 8,755,440

黄书康 境内自然人 0.23% 569,600

西安长宗投资

管理有限合伙

企业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2% 506,351

陈笑笑 境内自然人 0.13% 327,200

吴跃良 境内自然人 0.12% 307,885

彭兆里 境内自然人 0.11% 288,887

袁振方 境内自然人 0.11% 270,000

杜燕 境内自然人 0.1% 256,000

任雷鸣 境内自然人 0.1% 241,469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罗普斯金控股有限公司 176,494,080 人民币普通股

钱芳 2,946,480 人民币普通股

黄书康 569,600 人民币普通股

西安长宗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 506,351 人民币普通股

陈笑笑 327,200 人民币普通股

吴跃良 307,885 人民币普通股

彭兆里 288,887 人民币普通股

袁振方 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杜燕 2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任雷鸣 241,469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大股东中：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说明如下：

1、货币资金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减少 29.25%,主要系本集团为新厂项目支付工程款,分配股利所致。

2、应收票据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减少 41.72%,主要系本集团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工程款及到期托收所

致。

3、应收利息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减少 44.1%,主要系本集团募集资金定期存款到期转出结息所致。

4、其他应收款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49.45%,主要系本集团子公司增加天燃气押金所致。

5、固定资产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15.92%,主要系本集团新厂项目购建资产所致。

6、在建工程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37.13%,主要系本集团新厂项目投入建设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39.15%,主要系本集团计提销售结算款确认递延所得税费

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53.55%,主要系天津罗普斯金门有限公司预付土地款所致。

9、交易性金融负债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20.38万元,主要系本集团确认期货持仓浮动盈亏所致。

10、应付票据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177.790%,主要系本集团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设备款所致。

11、应交税费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减少 117.79%,主要系本集团增值税进项税金有留底所致。

12、其他应付款项目报告期比期初数增加 148.12%,主要系本集团新厂项目应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说明如下：

1、营业税金及附加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35.43%,主要系本集团本期缴纳的增值税减少所致。

2、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130.91%,主要系本集团确认期货持仓浮动盈亏

所致。

3、投资收益(损失)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61.25%,主要系本集团确认期货投资平仓盈亏所致。

报告期内现金流表项目发生大幅变动的说明如下:

1、收到的税费返还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28万元,主要系本集团上期收到出口退税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66.4%,主要系本集团收到单位定期存款

利息所致。

3、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 57.39%,主要系本集团上期收到工程招

标保证金所致。

4、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33.56%，主要系本集团本期分配

2012年度股利所致。

5、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 656.45 万元，主要系本集团取消股权激

励退回股权激励认购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 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公司整体搬迁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1-051），为配合城市建设，拟将公司位于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31 号的老厂区（约 310 亩）整体搬迁至相城

区黄埭镇西塘街路以西、太东路以南区域，具体搬迁补偿协议待调查评估再行协商签订。截至本报告期末，相

城区政府已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司老厂区涉及整体搬迁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进行了审计，公司董事会

正积极推进与政府的后续谈判工作。

2、公司于 2013 年 07 月 24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年产 6 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投产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3-024），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铭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6万吨铝合金熔铸” 项目中的首条装

备生产线装（年生产能力为 3万吨）开始投入运行。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整体搬迁的事宜 2011年 10月 22日

公告名称：《关于公司整体搬迁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11-051；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

年产 6万吨铝合金熔铸项目中的首条

装备生产线投产

2013年 7月 24日

公告名称：《关于年产 6万吨铝合金熔

铸项目投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24�；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罗普

斯金控股有限

公司、间接控

股股东铭富控

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吴

明福及其女儿

吴如珮、吴庭

嘉

避免同业竞争

2010年 01月

12日

至本人或本公

司不再成为发

行人主要股东

或作为对发行

人拥有控制权

的关联方为止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3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 至 15%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8,500 至 9,700

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442.6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四季度经营情况同比不会有较大变化，公司业绩将保持小幅稳定增

长。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合计 0 0 0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

0%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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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4 日

下午 14:00以现场方式在江苏省苏州市阳澄湖中路 31号公司 2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

董事会于 2013年 10月 11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董事及其他列席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5名，

实到董事 5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钱芳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决议选举吴明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吴明福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

二、公司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

议案》；

决议选举钱芳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钱芳女士简历

详见附件。

三、公司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成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文献军先生、张雪芬女士、吴明福先生担任，其中，文献军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召集

人；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张雪芬女士、文献军先生、钱芳女士担任，其中，张雪芬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文献军先生、张雪芬女士、吴明福先生担任，其中，文献军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召集

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张雪芬女士、文献军先生、钱芳女士担任，其中，张雪芬女士担任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召集人。

以上委员均为公司董事，其简历详见附件。

四、公司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钱芳女士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陈鸿村先生、叶泰峰先生、施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俞军先

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上述人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以上高管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出具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

者查阅。

五、公司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施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施健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施健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31号

联系电话:0512-65768211

传真：0512-65498037

电子邮箱：di02@lpsk.com.cn

六、公司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夏金玲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夏金玲女士简历详见

附件。

夏金玲女士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中路 31号

联系电话:0512-65768211

传真：0512-65498037

电子邮箱：di06@lpsk.com.cn

七、公司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

案》；

同意聘任郁振青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郁振青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

八、公司以赞成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

议案》；

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及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同时《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供投资

者查阅。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10月 24 日

附件：简历

吴明福先生：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1948年出生，中国台湾籍，高中学历。 毕业后开始经商，1985年创

建台湾罗普斯金并任董事长；1993年到大陆投资设立公司前身罗普斯金花格网，历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

任公司董事长、罗普斯金控股董事、铭富控股董事、福禄寿门窗董事长、台湾罗普斯金董事长。 同时吴明福先

生还担任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相城区分会副会长、 苏州大学董事等职务， 荣获苏州市人民政府授予的

“苏州之友荣誉奖”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授予的“行业优秀企业家” 等荣誉称号。现兼任罗普斯金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铭富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福禄寿门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铭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吴明福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控股股东罗普斯金控股持有公司 70.23%的股

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钱芳女士：副董事长、总经理。 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毕业后即服务于罗普斯金花格网，1994

年 -1998年任罗普斯金花格网总经理助理；1998-2007年历任罗普斯金花格网董事，罗普斯金有限公司董事。

现兼任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苏州罗普斯金门窗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

钱芳女士持有公司 11,701,92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66%，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鸿村先生：董事、副总经理。 1969 年出生，中国台湾籍，大专学历。 毕业后即服务于台湾罗普斯金，

1992-1995年任台湾罗普斯金业务员，1995-2007年历任罗普斯金花格网业务员、业务经理，罗普斯金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现兼任上海铝业行业协会理事、苏州铭德铝业有限公司经理、苏州铭恒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陈鸿村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文献军先生，1962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

技局工程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技术开发交流中心副处长、高级工程师；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投资部副

处长；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行业管理司正处级调研员；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监事会工作部处长。 现任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兼任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理事长、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钽铌分会会长。

文献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雪芬女士，1961 年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硕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3 年开始在苏州大学东

吴商学院会计系工作，历任会计系讲师、系书记、系主任。 2002年至 2012年任江苏省预算会计研究会常务理

事；2009 年至今任苏州大学高职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08 年至今任中国会计学会政府及非营利组织

专业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会计系系主任。

张雪芬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叶泰峰先生，1954 年出生， 中国台湾籍， 中学学历。 1993-1997 年任上海汤臣金属有限公司协理，

1997-1999年任上海轩源金属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2007 年历任罗普斯金花格网副总经理、 罗普斯金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叶泰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施健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 毕业后进入飞利浦亚明照明有限公司，1995-1997 年

任飞利浦亚明照明有限公司（上海）电气工程师，1998-2001 年任上海德尔福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 IT 主管，

2001-2004年任越新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应用咨询顾问，2004-2005 年任上海兴康软件系统有限公

司高级咨询顾问，2005-2007年任罗普斯金有限公司 IT部经理。 现任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施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7,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俞军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毕业后进入苏州吴县东山宾馆，1998-2000 年任职于苏州

吴县东山宾馆会计，2000-2007年历任罗普斯金有限公司会计、财务经理、财务负责人。 现任罗普斯金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俞军先持有公司股份 27,000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夏金玲女士，1986年 12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12年 10月开始就职于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于 2013年 9月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第十二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获得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

夏金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郁振青先生，1986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硕士学历。 毕业于苏州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2010

年 3月以实习生身份加入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任文控工程师，2011年 7月毕业后正式任职于罗

普斯金总经理办公室，2013年 1月调入审计部，现担任审计工程师。

郁振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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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3年 10月 24日在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的召开事宜由公司监事会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以电

子邮件、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杨珑梅女士主持，经与会监事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公司以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决议选举杨珑梅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以赞成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

议案》。

经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3年 10月 24 日

附：杨珑梅简历

杨珑梅女士，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毕业后即服务于罗普斯金花格网，1994-2007� 年历任罗

普斯金花格网文员、会计，罗普斯金有限公司会计。 现任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杨珑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

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监事候选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苏州罗普斯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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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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