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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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谢明、总经理张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敖治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牟守先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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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64,804,733.50 3,084,890,795.34 -49.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2,928,590.00 1,142,752,647.08 -56.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91,376,663.26 1,140,074,776.75 -5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5,043,369.62 194,511,707.82 370.43%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52 0.817 -56.9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52 0.817 -56.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6% 11.12% -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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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49,879,407.47 13,734,290,010.46 1.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060,980,636.23 10,568,084,468.94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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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34,733.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3,683.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9,123.70

合计 1,551,926.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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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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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1.39% 300,000,000 0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11% 281,971,142 0 质押 124,000,000

泸州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 11.85% 166,200,250 0

中国农业银行－长

城安心回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16,000,121 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 -个人分红

其他 0.91% 12,784,207 0

中国建设银行－长

城消费增值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10,927,925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

零组合

其他 0.68% 9,600,319 0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0.63% 8,892,680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其他 0.62% 8,642,783 0

中国建设银行－长

城品牌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 8,44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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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0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0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81,971,142 人民币普通股 281,971,142

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66,200,250 人民币普通股 166,200,250

中国农业银行－长城安心回报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00,121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121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 -个人分红

12,784,207 人民币普通股 12,784,207

中国建设银行－长城消费增值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10,927,925 人民币普通股 10,927,925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9,600,319 人民币普通股 9,600,319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892,680 人民币普通股 8,892,68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险分红

8,642,783 人民币普通股 8,642,783

中国建设银行－长城品牌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8,446,373 人民币普通股 8,446,37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泸州老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为泸州市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辖国有独资公司。 2、长城安心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消

费增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长城品牌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均为长城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除此之外，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

行动人未知。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内，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我公司 57,000,000股股份作为担

保物，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与融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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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90,045.14 万元,减少了 30.04%，主要是一季度大量票据到期解汇所

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 2,840.23 万元，增长了 1475.87%,主要是预付供应商货款及工程项目

进度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 1,227.83万元,�增长了 58.22%，主要是员工备用金借款增加等影

响所致。

4、应付账款较年初减少 19,277.36 万元，减少了 32.86%，主要是结算货款和运输费等影响所

致。

5、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增加 3,264.12 万元,增长了 47.08%，主要是一季度控股子公司净资产

增加影响所致。

6、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152,008.61 万元,减少了 49.28%，主要是受行业深度调整以及公

司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及销售政策影响所致。

7、营业成本较去年同期减少 52,183.03万元,减少了 43.42%，主要是销售规模减少影响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较去年同期减少 9,685.47 万元,减少了 71.35%，主要是销售规模减少影响

所致。

9、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3,846.75万元,减少了 30.00%，主要是公司厉行节俭，严格控制各

项费用支出。

10、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734.32万元,减少了 47.6%，主要是一季度收到协议存款利息，其

利率远高于活期存款利率。

11、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957.42万元,减少了 39.18%，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华西证券的利润

下降影响所致。

12、营业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86,249.80 万元 ,减少了 55.41%，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86,

373.38 万元,减少了 55.37%；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64,594.45 万元,减少了 55.13%；每股收益较去

年同期减少 0.47元,减少了 56.92%，主要是受行业深度调整以及公司主动调整产品结构及销售政

策影响所致。

13、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180.01万元,减少 43.43%，主要是本报告期内确认的财政补贴

收入较去年减少影响所致。

14、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21,778.93 万元,减少了 56.07%，主要是销售规模减少影响所

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2,053.17 万元,增长 370.43%，主要是一

季度大量票据到期解汇以及上缴税金比去年同期实际上缴金额减少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 2,627.81 万元,减少了 200.97%，主要是本

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投入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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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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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泸州市国资委

尽快解决泸州

老窖股份有限

公司高管人员

兼职问题。

2010年 06月

30日

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否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如有）

因高管人员的培养尚需一个过程，该承诺事项尚在履行过程中。 公司实际控制

人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承诺，将尽快解决公司高管兼任控股股东高

管的问题。 2014年 2月泸州市国资委再次作出承诺：承诺在 2015年 10月 31日

前解决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高管人员兼职问题。

三、对 2014年 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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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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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持有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北化股份，股票代码：002246）104.24 万

股份，占该公司股权比例为 0.38%，本公司为该公司发起人股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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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03月 01

日

公司本部 实地调研 机构

嘉实基金、国海富

兰克林基金

行业调整期公司经营措

施

证券代码：000568� � �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14—15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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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十四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

知已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发出；截止会议表止时间 4 月 29 日上午 12 时，共收回十一名董事的有

效表决票十一张。 会议召开时间、方式及参与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十一票赞成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2、以十一票赞成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品牌运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

议案》。

决定出资 100万元认购四川中国白酒金三角品牌运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00万股股权，占该

公司总股权数的 10%。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568� � �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 2014—16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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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九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4年

4月 25日发出；截止会议表决时间 4 月 29 日上午 12 时，共有五名监事参与了会议表决。 会议召

开时间、方式及参与表决人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以五票赞成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在对《2014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审核后认为：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 2014年 3月 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4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报告所载资料

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 4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568� � �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14—17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诺事项履行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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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精神及四川证监局有关通知要求，公司实际控制人泸州市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委员会已于 2014年 2月重新承诺：在 2015 年 10 月 31 日前解决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高管

人员兼职问题。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 2014年 2月 15日发布的《关于承诺履行情况的专项公告》。

现该承诺事项正在履行过程中。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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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才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小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严红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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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调整后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083,231,170.30 335,249,537.10 2,036,362,999.66 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19,526,570.55 -16,186,042.45 106,322,679.68 1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17,701,863.78 -16,362,279.72 105,489,447.55 11.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33,347,293.24 68,100,915.45 -397,770,259.40 -66.4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0627 0.18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20 -0.0627 0.18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5% -8.61% 6.07% 下降了 0.62个百分点

2014年 3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调整后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899,141,483.79 1,335,650,517.25 4,681,059,917.14 4.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252,092,191.05 162,148,112.81 2,133,215,468.17 5.57%

注：上年同期调整前金额和 2013 年 12 月 31 日调整前金额为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交易前置出资产相关财务数据，上年同期调整后金额和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调整后金额为置入资产相关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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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7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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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9,234.1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56,196.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4,448.28

合计 1,824,706.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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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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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洋丰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24% 290,314,990 290,314,990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2.17% 73,255,526 0

杨才学 境内自然人 4.93% 29,652,235 29,652,23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

国有法人 1.24% 7,443,320 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 6,982,095 0

杨才斌 境内自然人 0.73% 4,392,923 4,392,923

杨华锋 境内自然人 0.68% 4,106,428 4,106,428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3% 3,767,454 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9% 2,957,945 0

谭帮文 境内自然人 0.49% 2,930,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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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73,255,526 人民币普通股 73,255,52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7,443,320 人民币普通股 7,443,32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982,095 人民币普通股 6,982,095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3,767,454 人民币普通股 3,767,45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2,957,945 人民币普通股 2,957,945

谭帮文 2,930,387 人民币普通股 2,930,387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2,238,129 人民币普通股 2,238,129

邓智平 2,033,381 人民币普通股 2,033,381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岗岩二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6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4,500

肖桂花 1,795,038 人民币普通股 1,795,0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与杨才学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杨才学与杨才斌系兄弟关系，杨才学与杨华峰系

叔侄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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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 82,037,569.00 199,094,879.33 -58.79%

应收账款 315,364,646.60 3,642,324.49 8,558.33%

预付款项 477,842,755.78 375,973,988.98 27.09%

在建工程 41,941,518.56 31,800,390.33 31.89%

应付票据 276,777,000.00 25,000,000.00 1,007.11%

应付账款 534,765,941.18 416,996,800.48 28.24%

预收款项 528,124,801.83 848,567,251.97 -37.76%

应付职工薪酬 46,768,404.79 27,529,353.02 69.89%

应交税费 23,899,838.71 35,249,741.30 -32.20%

应付利息 695,104.17 1,012,242.12 -31.33%

应付股利 0.00 1,110,000.00 -1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5,000,000.00 240,000,000.00 -52.08%

长期借款 255,000,000.00 130,000,000.00 96.15%

实收资本（或股本） 601,794,035.00 343,794,035.00 75.04%

资本公积 14,030,338.85 235,664,837.95 -94.05%

盈余公积 70,653,350.51 107,018,851.41 -33.98%

（1）报告期末，应收票据较年初余额减少 58.79%，系前期收到的银行承兑汇

票到期解付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年初余额增加 8,558.33%，因化肥销售的季节性，

为抢占市场份额，当销售旺季来临时，在严格控制信用风险的情况下，对具有一

定实力和规模、信誉度良好、市场销售潜力大的客户给予一定额度的赊销支持，

缓解客户资金压力，春季为肥料销售旺季，因此应收款较大；

（3）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较年初余额增加 27.09%，系公司购买原材料的预付

款项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年初余额增加 31.89%，系本期新建硫酸钾厂选矿

项目所致；

（5）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年初余额增加 1,007.11%，应付账款较年初余额

增加 28.24%，系公司为保证旺季的生产，在第一季度增加原辅材料储备所致；

（6）报告期末，预收款项较年初余额减少 37.76%，系前期预收客户货款在本

期发货确认营业收入所致；

（7）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余额增加 69.89%，系计提人员工资及附

加、年度绩效工资所致；

（8）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年初余额减少 32.20%，系本期缴纳 2013 年度所

得税所致；

（9）报告期末，应付利息较年初余额减少 31.33%，系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10）报告期末，应付股利较年初余额减少 100%，系公司本期支付少数股东

股利所致；

（11）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余额减少 1.25 亿元，长期

借款较年初余额增加 1.25 亿元， 系公司本期向银行归还到期的长期借款 1.25

亿，同时办理续贷 1.25 亿元所致；

（12）报告期末，实收资本（或股本）较年初余额增加 75.04%，系公司本期向

湖北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343,794,035 股，本次发行构成反向

购买，期初股本 343,794,035 股为法律上母公司向法律上子公司股东发行的普通

股数量；

（13）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年初余额减少 94.05%，盈余公积较年初余额减

少 33.98%， 系公司本期向湖北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343,794,

035 股，本次发行构成反向购买，在合并报表时抵消母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营业税金及附加 753,860.71 314,183.64 139.94%

营业外收入 2,611,120.16 1,132,770.10 130.51%

营业外支出 321,965.11 23,059.93 1,296.21%

所得税费用 27,347,780.04 36,774,917.82 -25.63%

（1）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期金额增加 139.94%，主要系本期应税

收入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期金额增加 130.51%，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助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上期金额增加 1,296.21%，主要原因系处置部

分固定资产净损失所致。

（4）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较上期金额减少 25.63%，主要原因系子公司湖北

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发证时间：2013 年 12 月 16 日，有

效期：三年），适用所得税税率从 2013 年的 25%降为 15%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347,293.24 -397,770,259.40 264,422,966.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3,903.84 -4,333,040.53 8,316,944.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21,892.47 221,962,558.75 -216,640,666.28

（1） 报告期内，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较上期减少 264,422,966.16

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原料价格下降，导致本期原辅料成本降低所致。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 8,316,944.37 元，

主要原因是本期公司资本性支出较上期减少所致。

（3） 报告期内,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减少 216,640,666.28

元，主要原因系本期偿还银行借款比上期多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3 年 7 月 26 日， 公司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恒

天” ）、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丰股份” ）及杨才学等 45 名自然

人签订《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

司和杨才学等 45 名自然人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协议书》，

约定洋丰股份及杨才学等 45 名自然人以其所持有的新洋丰肥业 100%股权与本

公司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或有负债）进行等值置换，置换后差额部分由本公司

向洋丰股份及杨才学等 45 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

2014 年 2 月 11 日， 上市公司与洋丰股份及杨才学等 45 名自然人签署了

《资产交割确认书》， 置入资产新洋丰肥业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

下，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置出资产均已完成转移置出程序或作出相应安排，

部分资产正在办理资产过户手续，该手续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会给本公司带

来重大风险。 公司已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就本次增发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并于 2014 年 3 月 14 日公告了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完成情况报告书，于 2014 年 3 月 17 日完成新股的上市发行。 详见巨潮资讯

网 2014 年 3 月 14 日公告内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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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服装、洋丰股份

及杨才学等 45名自

然人、新洋丰肥业

保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均

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013年 08

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控股股东洋丰股份

及其实际控制人杨

才学

（一）关于保证中国服装人员独立的承诺;（二）关于

保证中国服装财务独立的承诺;（三）关于保证中国

服装机构独立的承诺;（四）关于保证中国服装资产

独立的承诺;（五）关于保证中国服装业务独立的承

诺

2013年 08

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控股股东洋丰股份

1、本公司(包括本公司控制的全资、控股企业或其他

关联企业，下同)所属与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 /业务

相同或相类似的资产 /业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均通过本次交易进入上市公司;2、由于受限于相关法

律法规的原因，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未进入上市公

司的、与本次拟进入上市公司的资产 /业务相同或

相类似的资产 /业务，在上述受限于相关法律法规

的原因消除后，立即以公允价格转让给上市公司，或

者转让给其他无关联第三方，以保证不与上市公司

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3、在本公司成为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后，本公司承诺：1）不以任何方式从

事，包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相

同、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2）尽一切

可能之努力使本公司及其他关联企业不从事与上市

公司相同、相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3）

不投资控股于业务与上市公司相同、相似或在任何

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4）如

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函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同意对由此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失予以赔

偿；4、本公司子公司湖北新洋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洋丰矿业” ）所属矿业资产生产的矿产品将

优先保障上市公司生产所需，保证了上市公司的原

材料供应，有利于上市公司的盈利保持稳定。 在新

洋丰矿业所属资产合法取得采矿权并形成持续、稳

定的生产能力后，本公司将新洋丰矿业及时注入上

市公司，在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的同时，进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持续盈利能力。 5、本公司如与

中国服装及其下属公司进行交易，均会以一般商业

性及市场上公平的条款及价格进行。 6、本公司违反

本承诺书的任何一项承诺的，将补偿中国服装因此

遭受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损失。 7、在本公司与中国

服装及其下属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之不竞争义务期

间，本承诺函为有效之承诺。

2013年 08

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实际控制人杨才学

1、承诺人（为本函目的，包括承诺人投资的企业，但

不包括中国服装及其下属企业，下同）确认，除非法

律上的限制或允许，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不会直

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中国服装及其下属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下同）经营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也不会投资任何与中国服装

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或可

能构成实质性竞争的其他企业；如承诺人与中国服

装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主营业务产生实质性竞争，

则承诺人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业务的方式，或者将

相竞争业务纳入到中国服装经营的方式，或者将相

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

业竞争。 2、承诺人如与中国服装及其下属公司进行

交易，均会以一般商业性及市场上公平的条款及价

格进行。 3、承诺人违反本承诺书的任何一项承诺

的，将补偿中国服装因此遭受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

损失。 4、在承诺人与中国服装及其下属公司存在关

联关系之不竞争义务期间，本承诺函为有效之承诺。

2013年 08

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实际控制人杨才学、

杨才超

杨才学和杨才超出具承诺：新洋丰肥业与鄂中化工

在未来的业务经营中在资产、财务、人员、机构与业

务等方面继续保持独立，不利用杨才超与杨才学的

亲属关系影响双方的独立决策和经营，也不会利用

亲属关系损害双方的利益；继续杜绝双方产生任何

形式的资金往来、原材料和劳务采购、商品和劳务销

售，或者间接的交易行为，继续杜绝双方产生任何形

式的共用资产、互相占用资产以及利用资产相互担

保的行为；在双方可触及的市场区域内继续坚持独

立生产或销售，独立保持和寻求商业机会、客户对象

和其他生产经营核心资源，决不发生双方让渡、共享

或争夺商业机会及生产经营核心资源并以此调节利

润的行为。

2013年 08

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控股股东洋丰股份

1、本次收购完成后，洋丰股份将严格按照《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

会对有关涉及承诺人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洋丰股份承诺杜绝一切非

法占用中国服装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

不要求中国服装向承诺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3、

若洋丰股份未来与中国服装发生公司经营之必要关

联交易，洋丰股份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依法签订协议，依法履行合法程序，按照中

国服装《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和办理有关审议程序，从制度上保证中国服装作为

上市公司的利益不受损害，保证不发生通过关联交

易损害中国服装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洋丰股

份承诺：“在符合政策法规前提下，新洋丰矿业审慎

从事相关磷矿勘探、开采业务。 在合法合规、保障上

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前提下，将依据成熟一家

注入一家（成熟指取得采矿权证并形成稳定的采矿

能力）原则将新洋丰矿业下属公司适时注入上市公

司。

2013年 08

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实际控制人杨才学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投资的企业将

尽量减少与中国服装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

关联交易，承诺人及承诺人投资的企业与中国服装

将依法签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并将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事宜，保证不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中国服装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

益。 ”

2013年 08

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洋丰股份和杨才学

等 45名自然人

洋丰股份和杨才学等 45名自然人承诺本次以资产

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

的有关规定执行

2013年 03

月 06日

2017年 3

月 17日

前

正在履行

控股股东洋丰股份

（1）洋丰股份关于现金补偿土地租赁损失的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相关方对新洋丰肥业及其控股

子公司租赁、使用租赁土地造成阻碍、干扰或新洋丰

肥业及其控股子公司因租赁、使用前述租赁土地遭

受任何处罚或损失，致使新洋丰肥业及其控股子公

司产生经济损失或其他负担，本公司承诺以现金方

式补偿由于上述原因给新洋丰肥业及其控股子公司

造成的损失、负担，并且将承担新洋丰肥业及其控股

子公司因寻找替代土地而发生的全部费用。 ”（2）

洋丰股份关于现金补偿瑕疵房产损失的承诺“若重

组报告书所披露瑕疵房产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通过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三个月内，无法交付给中国服装

并由其实际占有而给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或承担额外损失，本公司承诺自上述事实发

生之日起一个月内将按照本次资产评估值对上述瑕

疵资产进行回购并以现金形式向上市公司补足回购

价款及承担的损失，同时将该等资产赠予上市公司

无偿使用，最大程度保障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

益不被损害。 ”

2013年 08

月 23日

长期有效 正在履行

控股东洋丰

股份、实际控

制人杨才学

关于置出资产债务、担保责任及人员安置责任的承诺“①中国服装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服装” ）拟以其全部资产、负债（以

下简称“置出资产” ）与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丰

股份” ）和杨才学等 45名自然人持有的湖北新洋丰肥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 100%股权（以下简称“置入资产” ）进行资产置换且非公开

发行股份购买置入资产超出置出资产的价值差额部分（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对于中国服装因置出资产涉及债务转移

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的情形，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恒天” ）已承诺将就因此而产生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在

接到中国服装书面通知之日起 10日内赔偿中国服装因此而遭受的

经济损失。 鉴于洋丰股份和杨才学（以下简称“承诺方” ）在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成为中国服装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

此，承诺方特此承诺：如中国恒天未能履行前述承诺，承诺方将就因

此而给中国服装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承担补充责任，承诺自中国恒

天未能履行前述承诺之事实发生之日起 10日内以现金方式赔偿中

国服装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保证中国服装不会因置出资产涉及

债务转移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承诺方因履行上述补充责任而承担的一切损失将向中国恒天

追偿。 ②鉴于《重组协议》中已约定由中国恒天或其指定第三方最

终承接置出资产，且中国恒天已书面确认由中国恒天或其指定第三

方承担置出资产截至 2013年 2月 28日止对外提供担保的担保责

任，中国服装潜在控股股东洋丰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杨才学承诺：

“如中国恒天或其指定第三方未能履行《重组协议》约定承担该等

担保责任，承诺方承诺自该之事实发生之日起 10日内以现金方式

赔偿中国服装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保证中国服装不会因置出资

产涉及担保责任转移未取得相关担保权人同意遭受任何损失或承

担任何法律责任。 承诺方因履行上述补充责任而承担的一切损失

将向中国恒天追偿。 ③根据《重组协议》的约定，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完成后，若因中国服装置出人员安置产生任何债务纠纷问题给中

国服装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中国恒天在接到中国服装书面通知之日

起 10日内向中国服装作出全额补偿，不会因人员安置致使中国服

装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对上述置出人员安置事宜，

中国恒天已出具承诺：“若因人员安置产生任何债务纠纷问题给中

国服装造成实际经济损失，中国恒天将给予全额补偿，本公司将就

该等债务承担全部责任，并在接到中国服装书面通知之日起 30日

内以现金方式赔偿中国服装因此而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保证中国

服装不会因人员安置致使中国服装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

责任。 ”中国服装潜在控股股东洋丰股份及其实际控制人杨才学

承诺：如中国恒天未能履行前述赔偿责任，承诺方将就因此而给中

国服装造成的实际经济损失承担补充责任，承诺自中国恒天未能履

行前述赔偿责任之事实发生之日起 10日内以现金方式赔偿中国服

装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保证中国服装不会因人员安置致使中国

服装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承诺方因履行上述补充

责任而承担的一切损失将向中国恒天进行追偿。 ”

2013年

07月 26

日

中国恒天

（1）关于置出资产瑕疵事宜的承诺“本公司已充分知悉置出资产

目前存在或潜在的瑕疵（包括但不限于产权不明、权利受到限制、

可能存在的减值、无法过户、无法实际交付等，以下简称“置出资产

瑕疵” ），承诺不会因置出资产瑕疵要求中国服装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亦不会因置出资产瑕疵单方面拒绝签署或要求终止、解除、变更

重组协议及其他相关协议。 ”（2）关于置出资产债务转移的承诺

“如中国服装因置出资产涉及债务转移未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而

被相关债权人要求立即履行合同、提前清产债务或追究其他责任，

本公司将就该等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在接到中国服装书面通知之

日起 10日内赔偿中国服装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 ”（3）关于置

出资产人员安置的承诺“根据《重组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若因人员安置产生任何债务纠纷问题给中国服装造成实际经济

损失，中国恒天将给予全额补偿，不会因人员安置致使中国服装遭

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对上述置出人员安置事宜，本公

司承诺：若因人员安置产生任何债务纠纷问题给中国服装造成实际

经济损失，中国恒天将给予全额补偿，本公司将就该等债务承担全

部责任，并在接到中国服装书面通知之日起 30日内以现金方式赔

偿中国服装因此而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保证中国服装不会因人员

安置致使中国服装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2013年

08月 23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履

行

中国恒天

（4）关于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涉

及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函的具体安排措施

2013年

10月 18

日

长期有

效

已经履

行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其他对公

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

诺

中国恒天

2012年 7月 28日，中国恒天受让汉帛股份的股份时承诺：A、中国恒

天将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履

行股东义务，保证中国服装仍将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保证中国服

装在人员、财务、机构、资产及业务方面继续保持独立。 B、为避免

产生同业竞争，恒天承诺：本次增持完成后，中国恒天仍将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

关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监管要求，避免与中国服装的同业竞争，

以支持中国服装的扩张和发展。 C、中国恒天与中国服装之间未来

可能存在关联交易，为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中国恒天承

诺：中国恒天与中国服装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联交

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中国恒天承

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合理定价，按照市场机制进

行关联交易。 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程序，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中国服装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2年

07月 28

日

长期有

效

正在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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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履行期届满前未完成的承诺，除长期有效的承诺之外，均已履行完毕。

四、对 2014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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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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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01月 01

日

至 2014年 03

月 31日

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100余人

次）

公司的经营与发展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情况，没有

提供资料。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才学

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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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在湖北省荆门市月亮湖北路附七号公司七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

董事 9 人，实际到会董事 9 人。 董事长杨才学、董事杨华锋、杨小红、汤三洲、宋帆

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战英杰、独立董事黄镔、修学峰、孙蔓莉以通讯方式参

加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由董事长杨才学先生主持， 会议通过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宋帆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

期一致。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 9 票，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29 日

附件：

董事会秘书简历

宋帆，男，43 岁，本科学历，曾担任湖北洋丰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物质

部部长、宜昌新洋丰副总经理、湖北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四川雷波洋

丰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中国服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宋帆先生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

有本公司 238,745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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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2014年 4月 30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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