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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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史建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建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史燕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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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585,946.46 603,009,402.58 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85,643,450.82 560,365,621.63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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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78,793.86 8.54% 196,885,045.57 1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367,319.44 29.32% 33,977,829.19 1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381,913.42 29.49% 33,262,426.69 16.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51,052,431.24 27.5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1 29.7% 0.391 16.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1 29.7% 0.391 16.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7% 0.46% 6.26%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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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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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4,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2,35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6,247.50

合计 715,40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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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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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建伟 境内自然人 39.6% 34,450,000 34,450,000 质押 13,000,000

史娟华 境内自然人 7.47% 6,500,000 6,500,000

史维 境内自然人 7.47% 6,500,000 6,500,000

常州华业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1% 3,835,000 3,835,000

许维南 境内自然人 1.49% 1,300,000 1,300,000

史建仲 境内自然人 1.49% 1,300,000 1,300,000

蒋文新 境内自然人 0.56% 490,000

徐玉秀 境内自然人 0.55% 482,000

蒋旭峰 境内自然人 0.45% 390,000 390,000

周雪刚 境内自然人 0.45% 390,000 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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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文新 4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

徐玉秀 482,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2,0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平安．

晓扬中国机会二期集合信托

325,079 人民币普通股 325,079

张岳清 257,764 人民币普通股 257,764

上海高汉新豪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30,035 人民币普通股 230,035

余立群 2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

中国工商银行－金鹰主题优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08,490 人民币普通股 208,490

戚秀娣 202,785 人民币普通股 202,785

刘延辉 191,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200

余建珍 190,463 人民币普通股 190,4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史建伟先生、史娟华女士与史维小姐，史建伟先生为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史娟华女士系史建伟先生的妻子，史维小姐系史建伟先生的女

儿。2、史娟华女士通过控制华业投资间接控制公司4.41%股权。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蒋文新股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50,000股外,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49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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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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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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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建伟、史娟

华、史维

1、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

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史建

伟、史娟华承诺：自南方轴承

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持有的南方轴承股份，也

不由南方轴承回购本人持有

的股份。在前述锁定期限届满

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南方轴承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所持有的南方轴承股份总

数的25%，在本人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南方轴承

股份；在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

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南方

轴承股票数量占本人持有南

方轴承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

过50%。

2010年10月28

日

承诺期限：长

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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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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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至 20%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4,134 至 4,724

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3,93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主要产品销售收入增加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史建伟

2013年10月24日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证券代码：002553� � � �公告编号：2013-027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方轴承” ）董事会于2013年10月22日收到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史燕敏女士的《关于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报告》。史燕敏女士因工作繁重，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去董事会

秘书后，史燕敏女士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史燕敏女士的书面《关于辞去董

事会秘书职务的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本公司及董事会对史燕敏女士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证券代码：002553� � � �公告编号：2013-028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0月14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关

于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4日上午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史建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董事会全体成员认为《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

《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

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3-029；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相关意见，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证券代码：002553� � � �公告编号：2013-029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0月24日上午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蔡卫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

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蔡卫东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蔡卫东先生的个人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蔡卫东先生个人简历：

蔡卫东，男，1969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1991年毕业于南京财经大学，1991年至1995年任职于常州

拖拉机厂，1995年至2013年6月任职于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任财务部部长，2013年7月加入我公司。

蔡卫东先生于2013年10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蔡卫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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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蔡卫东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龙翔路9号

邮政编码：213164

联系电话：0519-86195066，传真：0519-89810195，

联系邮箱：weidong.cai@nf-bear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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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鲁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侯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镇千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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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6,583,858.88 1,489,736,073.92 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55,154,532.40 1,318,910,791.09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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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25,585.71 -21.1% 397,518,796.43 -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792,919.29 -38.17% 67,642,341.68 -2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583,210.78 -30.7% 63,099,411.31 -1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1,983,134.27 -79.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4 -38.14% 0.2174 -2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4 -38.14% 0.2174 -2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 -0.9% 5.07%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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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2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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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2,737.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886.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809,392.06

合计 4,542,930.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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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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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峰 境内自然人 32.89% 102,327,870 76,745,903 质押 22,800,000

侯伟 境内自然人 18.14% 56,433,510 42,325,133 质押 31,150,000

鲁波 境内自然人 2.01% 6,247,080

王捷 境内自然人 1.62% 5,052,441 3,789,330

广发证券－交

行－广发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3

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 4,674,479

中信证券－中

信－中信理财2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4,116,637

张之戈 境内自然人 1.26% 3,933,562 3,933,562

杨学圆 境内自然人 1.15% 3,589,740 2,692,305

陈明平 境内自然人 1.02% 3,173,073 2,379,804

万孝雄 境内自然人 0.67% 2,097,900 1,57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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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峰 25,581,967 人民币普通股 25,581,967

侯伟 14,108,377 人民币普通股 14,108,377

鲁波 6,247,080 人民币普通股 6,247,080

广发证券－交行－广发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3号）

4,674,479 人民币普通股 4,674,479

中信证券－中信－中信理财2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116,637 人民币普通股 4,116,637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

卓越成长股票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055,629 人民币普通股 2,055,629

中国工商银行－国投瑞银稳健增

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43,456 人民币普通股 2,043,45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

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507,401 人民币普通股 1,507,401

吴志明 1,352,260 人民币普通股 1,352,260

中信证券－中行－中信证券聚宝

盆优选成长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31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11,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鲁波为鲁峰之胞兄,杨学圆为鲁峰胞妹之配偶。除上述情况外，其他

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的股东之间，及与公司前十

名股东中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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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比上年期末减少56.47%，主要是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2、应收票据比上年期末减少81.66%，主要是报告期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3、应收账款比上年期末增加35.19%，主要是报告期按项目完工进度确认收入，因账期未到未收回款项增加所致。

4、应收利息比上年期末减少79.78%，主要是报告期收到已计提定期存款利息所致。

5、其他应收款比上年期末增加3104.11%，主要是报告期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6、长期股权投资比上年期末增加197.82%，主要是报告期新增对联营企业文鑫莲业的投资所致。

7、开发支出比上年期末增加93.72%，主要是报告期研发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8、长期待摊费用比上年期末减少83.84%，主要是报告期费用摊销所致。

9、递延所得税资产比上年期末增加127.48%，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亏损相应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10、应付票据比上年期末增加2053.7万元，主要是报告期支付给供应商的承兑票据增加所致。

11、预收款项比上年期末减少36.04%，主要是报告期部分预收款确认收入所致。

12、应交税费比上年期末增加3871.68%，主要是报告期计提企业所得税等增加所致。

13、其他流动负债比上年期末减少212.98万元，主要是报告期递延收益摊销转入营业外收入所致。

14、递延所得税负债比上年期末减少3.08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对形成递延税款的开发支出摊销完所致。

15、股本比上年期末增加50%，主要是报告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16、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8.86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对对境外子公司报表进行折算产生差额所致。

17、少数股东权益比上年期末减少119.98%，主要是报告期未完全控股的子公司亏损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54.14%，主要是报告期人员薪资、研发费用及摊销等费用增加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109.86%，主要是报告期按账龄计提减值准备减少所致。

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87.93%，主要是报告期联营企业利润增长及购买理财务产品利息增加所致。

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59.92%，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款减少所致。

5、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85.05%，主要是报告期处理非流动资产损失减少所致。

6、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2.45%，主要是报告期计提的所得税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79.64%，主要是报告期应收款、预付款增加及预收款减少等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179.95%，主要是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支出增加所致。

3、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减少35.54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境外子公司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2011年2月25日， 公司与马鞍山市秀山新区建设管委会就积极推进马鞍山市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的合作意向签订

了《“榕基-马鞍山软件园”合作项目投资合同》，地方政府为公司选址建设“榕基-马鞍山软件园” 。2011年4月18日，公司用

自有资金投资设立马鞍山榕基软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以下简称“马鞍山榕基” ）。2011年6月22日马鞍山

市国土资源局公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马国土出让告字[2011]第26号），公司于2011年7月13日召开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于马鞍山子公司拟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马鞍山榕基拟以自筹资金不超过2,500万人民币支付项目建设保证

金，授权马鞍山榕基经理层办理土地竞拍及转让手续，马鞍山榕基于2011年7月25日收到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下发的《成交确

认书》，公司以总价为人民币2,500万元竞得编号为马土让2011-26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使用权面积62585.09平方米。2011

年7月28日，马鞍山榕基与马鞍山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2011年12月15日马鞍山榕基取得马鞍

山市人民政府下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马国有[2011]第84065号）。2012年7月，应当地政府及项目建设要

求，马鞍山榕基全资设立了马鞍山榕基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负责建设“马鞍山智慧园项目一期工程” 。

2012年11月21日马鞍山榕基将原取得的上述土地转让给马鞍山榕基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马国有[2012]第84996号））。马鞍山智慧园项目一期工程于2012年7月动工，预计2013年12月竣工，预计总投资额为1.5亿元，

截至报告期末，项目已投入资金约6,400万元。

（二）2013年10月12日公司收到福建榕卫招标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通知公司为“福州市政务云计算平台项目（采

购项目编号：RWZFCG-2013-166；采购计划批复号：2013榕财采计【153】号）” 的中标单位，中标总金额为1597.1797万元，占

公司2012年营业收入的2.81%。若本公司能够签订该项目的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有助于公司“智慧城市”领域战略的拓展，

并对本公司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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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峰、侯伟

公司控股股东

鲁峰和股东侯

伟承诺：自发

行人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

起36个月内不

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本

次公开发行前

已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

由发行人回购

其持有的股

份。

2010年09月15

日

三十六个月。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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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至 20%

2013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9,947.57 至 14,921.35

201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2,434.4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的业务仍将保持平稳发展，由于公司研发投入及人工成本增加

等因素影响将导致本期业绩出现波动。

五、证券投资情况

无。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 峰

2013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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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已于2013年10月14日以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2、会议于2013年10月24日9:00在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福州软件园产业基地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4、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魏建光先生主持。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监事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条款规定，第二届监事会提名邬

海峰先生、周仁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

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魏建光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任期三年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上述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

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二届监事会现有监事在新一届监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新

一届监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公司向第二届监事会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

以上候选非职工监事简历请见附件。

2、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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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具体内容详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

监事候选人简历

邬海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3年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学历。1996年9月至1998年2月任

职于上海航天测控通讯研究所，1998年2月加入公司。曾任工程中心项目经理，目前在物流部负责公司项目设备采购。

邬海峰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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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持有5%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

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符合监事任职资格。

周仁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76年生，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本科学历。1999年加入公

司，先后担任项目经理、资深工程师、副主任工程师，现为主任工程师。具有较强的项目组织管理和产品研发能力，在管理信息

系统、电子政务等领域有着深入的技术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参与研制了“榕基政务信息化系统（RJ-eGov）” 、“榕基电子

公文传输交换系统（RJ-Exchange）” 、“榕基内容管理系统（RJ-CMS）” 、“榕基法院审判业务管理系统（RJ-Court）” 等公

司产品，曾获“福建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二等奖”和“福建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

周仁锟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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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持有5%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

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符合监事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2474� � �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13-085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将由三

名监事组成，其中一名为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13年10月22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对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代表人选进行推荐和选举，会议由福

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叶慧芳女士主持，47名职工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经职工代表大会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选举魏建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

司择机召开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魏建光：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男，1980年生，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应用专业，本科学历。2004年7月

至今就职于公司，公司营销中心资深工程师。

魏建光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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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公司持有5%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与控

股股东和一致行动人没有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符合监事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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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已于2013年10月14日以邮件和传真形式发出通知。

2、会议于2013年10月24日10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4、会议由董事长鲁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章程》及《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本项议案。

为加强公司内幕信息的保密管理工作，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印发的《关于加强上市公司内幕信息保

密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闽证监公司字[2013]39号）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对现行的《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改，并制作《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本），且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

生效施行，现行的《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本）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74� � �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2013-089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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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10月24日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鲁峰先生关于其股票进行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鲁峰先生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24,000,000股（全为高管限售股）以股票质押式回购的方式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初始交易日为2013年10月23日，回购交易日为2014年10月23日。质押期间该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上述质押股份占鲁峰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23.45%，占公司总股本的7.7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2,327,87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89%；其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为46,800,

000股，占鲁峰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45.74%，占公司总股本的15.04%。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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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聂忠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濮阳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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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6,700,150.47 7,447,716,037.95 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33,958,802.14 3,872,156,922.52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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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3,030,061.77 24.23% 3,452,775,892.69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1,707,861.66 34.87% 464,634,086.04 -8.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31,573,912.09 34.32% 451,607,665.16 11.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67,506,509.10 -67.4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7 36.44% 0.6162 -8.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7 36.44% 0.6162 -8.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91% 22.11% 11.6%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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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29,7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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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4,874.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7,944.30

小计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96,344.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233,910.48

合计 13,026,420.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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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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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3.64%

479,824,

800

479,824,800

李明公

境外自然

人

0.96% 7,275,927 0

NORGES�BANK 境外法人 0.48% 3,634,246 0

GOVERNMENT�OF�SINGAPORE�INV.�CORP.-�A/C�"C" 境外法人 0.45% 3,376,460 0

BOCHK�INVESTMENT�FUNDS-BOCHK�CHINA�GOLDEN�

DRAGON�FUND

境外法人 0.31% 2,301,344 0

AUSTRALIANSUPER�PTY�LTD 境外法人 0.28% 2,108,321 0

KGI�ASIA�LIMITED 境外法人 0.26% 1,996,550 0

上海香港万国证券 境外法人 0.23% 1,707,236 0

夏祖林

境内自然

人

0.21% 1,616,000 0

TOYO�SECURITIES�ASIA�LIMITED-A/C�CLIENT. 境外法人 0.19% 1,44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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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明公 7,275,927 境内上市外资股 7,275,927

NORGES�BANK 3,634,246 境内上市外资股 3,634,246

GOVERNMENT�OF�SINGAPORE�INV.�CORP.-�A/C�"C" 3,376,460 境内上市外资股 3,376,460

BOCHK�INVESTMENT�FUNDS-BOCHK�CHINA�GOLDEN�

DRAGON�FUND

2,301,344 境内上市外资股 2,301,344

AUSTRALIANSUPER�PTY�LTD 2,108,321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08,321

KGI�ASIA�LIMITED 2,108,321 境内上市外资股 2,108,321

上海香港万国证券 1,707,236 境内上市外资股 1,707,236

夏祖林 1,616,000 境内上市外资股 1,616,000

TOYO�SECURITIES�ASIA�LIMITED-A/C�CLIENT. 1,444,371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44,371

GUOTAI�JUNAN�SECURITIES(HONGKONG)�LIMITED 1,425,209 境内上市外资股 1,425,2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国家股持有者，其

他股东为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2）杭州汽轮动力

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3）前10名流

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详；（4）其他股东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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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为充分整合公司在工业透平领域的技术研发资源，进一步完善公司技术创新体系，公司拟投资建设杭汽轮股份研发中

心。该投资议案已获得2013年6月24日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3年9月10日公司召开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并于2013年9月10日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55）；2013年10月9日，公司与浙江省杭州市

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披露《关于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后续公告》（公告编号：2013-56）。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召开六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竞买

土地使用权的议案》，详见《六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2013年9月10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3-54

披露《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竞买土地

使用权的公告》

2013年9月10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3-55）

披露《关于参与竞买土地使用权的后续公告》 2013年10月11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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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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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华安基金、

浙商证

券

公司产品应用领域、合同执行、产品毛利率、国

内汽轮机行业格局等。（未提供书面资料）

2013年09月04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摩根士丹利

及其客户

公司产品所占汽轮机市场份额及其原因，产品

优势，国家政策、宏观经济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等。（未提供书面资料）

2013年09月10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平安证券

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发电汽轮机与驱动汽轮

机的区别、产品在海外市场情况、公司子公司铸

锻公司业务等。（未提供书面资料）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聂忠海

2013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200771� � � �证券简称：杭汽轮B� � � �公告编号：2013-57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四次董事会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年10月1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六届四次董事会通知, 并于2013年10月24日进行了通讯表

决。

公司董事会现有董事11人，截止2013年10月24日收回有效表决票11张。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一、审议《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统计，参加通讯表决的11位董事，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于2013年10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3-59）；《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于2013年10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

报》（英文）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60）。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后认为：该报告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公司报告期（2013年1月1日—2013年9月30日）的财务状况和生

产经营成果，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200771� � � �证券简称：杭汽轮B� � � �公告编号：2013-58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次监事会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次监事会于2013年10月17日发出书面通知，于2013年10月2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会现有监事五人，截止2013年10月24日收回有效书面表决票5张。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统计，参加通讯会议的5监事，采用书面记名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就《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发表了审

核意见。

会议审议内容及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表决，参加通讯表决的5位监事，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于2013年10月24日，就《公司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认真地进行了审阅。监事会成员专题对《公司

2013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审议后认为：该报告能够客观、全面地反映公司报告期（2013年1月1日—2013年9月30日）的财务

状况和生产经营成果，并对其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B7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3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200771� � � �证券简称：杭汽轮B� � � �公告编号：2013-60

2013 第三季度

报告

江苏南方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53� � � �证券简称：南方轴承 公告编号：2013-030

2013 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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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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