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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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晓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会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韩艳云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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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966,577.55 2,128,197,071.41 2.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48,004,036.18 1,215,194,662.67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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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396,937.64 11.61% 1,817,118,306.26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884,555.53 167.52% 52,339,793.51 6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9,035,931.75 21.66% 55,992,729.93 4.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36,765,233.86 17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4 166.67% 0.188 67.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4 166.67% 0.188 67.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0.89% 4.2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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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885.8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031,027.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1.9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392,035.36

辞退福利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17,645.48

合计

-3,652,936.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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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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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21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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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

33.86% 94,458,091

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10.04% 28,000,000

质押

28,000,000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9.97% 27,807,154

质押

21,500,000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

6.95% 19,394,939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

其他

4.30% 12,000,000

杨祖贵 境内自然人

2.65% 7,390,4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信量化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LOF

）

其他

0.67% 1,861,885

李国俊 境内自然人

0.49% 1,378,000

张铁 境内自然人

0.33% 934,600

崔艳 境内自然人

0.31% 86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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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94,458,091

人民币普通股

94,458,091

杭州如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000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

27,807,154

人民币普通股

27,807,154

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394,939

人民币普通股

19,394,939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杨祖贵

7,390,406

人民币普通股

7,390,4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申万菱信量化小

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1,861,885

人民币普通股

1,861,885

李国俊

1,37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8,000

张铁

934,600

人民币普通股

934,600

崔艳

862,300

人民币普通股

862,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为一

致行动人，其他股东未知有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有《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杨祖贵通过客户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390,406

股； 李国俊通过客户

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138,000

股； 崔艳通过客户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862,3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168万元，较期初增加34.10%，主要是由于本期应收广告款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期末余额1,016万元，较期初减少31.00%，主要是本期预付供货商货款减少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761万元，较期初增加46.12%，主要是本期往来款增加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2,341万元，较期初减少57.77%，主要是本期理财投资收回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11,275万元，较期初增加83.56%，主要是应付未付职工薪酬增加所致。

6、应缴税费期末余额345万元，较期初减少82.20%，主要是应缴税费已缴所致。

7、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3,448万元，较期初增加49.13%，主要是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8、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60万元，较同期减少96.65%，主要是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9、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16万元，较同期增加679.22%，主要是本期其他应收款增加,相应的坏账准

备增加所致。

10、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11万元，较同期减少96.75%，主要是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所致。

11、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203万元，较同期减少52.33%万元，主要是本期取得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12、所得税费用本期发生额1,815万元，较同期增加72.99%，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事项。按照沈阳市国资委《关于成立沈阳盛京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

通知》，沈阳市国资委将所持我公司控股股东沈阳中兴商业集团有限公司8805万元的股权划转给沈阳盛京

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盛京资产管理公司），盛京资产管理公司通过本次国有股权划转成为公司间

接控股股东。公司已分别于2017年8月5日、8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

将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及《收购报告书(摘要)》。

2、2017年3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

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连续12个月内累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6

亿元人民币， 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2017年8月10日公司购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金厦广

场支行2000万元人民币理财产品。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转

2017

年

08

月

0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

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ZXSY2017-29)

2017

年

08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划

转将申请豁免要约收购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ZXSY2017-30)

及《收购报告书

(

摘要

)

》。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2017

年

08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ZXSY2017-31)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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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履行精准扶贫社会责任情况

公司报告三季度暂未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也暂无后续精准扶贫计划。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21日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000715� � � �公告编号：ZXSY2017-42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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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

15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1、《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此项议案提请公司2017年第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此项议案提请公司2017年第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此项议案提请公司2017年第3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召开2017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7年10月21日

股票简称：中兴商业 股票代码：000715� � � �公告编号：ZXSY2017-40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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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

15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与会董事逐项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1、《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刊登在2017年10月21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公司章程>修订草案》刊登

在2017年10月2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项议案提请公司2017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

草案》刊登在2017年10月2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项议案提请公司2017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草

案》刊登在2017年10月2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此项议案提请公司2017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5、《关于修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

则》全文刊登在2017年10月2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6、《关于修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

施细则》全文刊登在2017年10月2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7、《关于修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将《总经理工作细则》修改为

《总裁工作细则》。《总裁工作细则》全文刊登在2017年10月2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8、《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了此项议案。《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全文刊登在2017年10月21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9、《关于修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全文刊

登在2017年10月21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0、《关于召开2017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此项议案。

2017年第3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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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高学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夏冰声明：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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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3,887,583.50 1,957,212,055.79 11.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76,956,178.86 1,502,311,503.95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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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275,534.68 40.97% 755,728,670.43 1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20,167.47 -92.79% -25,347,004.01 -228.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804,340.40 -237.71% -37,010,280.48 -1,020.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684,468.77 -45.43% 14,544,982.06 -6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07 -92.39% -0.0270 -227.9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07 -92.39% -0.0270 -227.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4% -0.54% -1.70%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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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6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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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9,68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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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59,293.1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30,004.04

减：所得税影响额

635,801.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0,769.70

合计

11,663,27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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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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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13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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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明

54.23% 508,201,421 381,151,065

冯进军

4.81% 45,081,991 9,016,398

高学林

3.57% 33,462,159 25,096,619

史寿庆

0.75% 7,065,317 5,298,986

张媛

0.51% 4,810,000 0

白雪峰

0.43% 4,040,778 0

蔡永其

0.41% 3,800,220 0

方立

0.38% 3,585,072 0

质押

3,540,00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7% 3,493,620 0

蔡杰

0.35% 3,3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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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学明

127,050,356

冯进军

36,065,593

高学林

8,365,540

张媛

4,810,000

白雪峰

4,040,778

蔡永其

3,800,220

方立

3,585,07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3,493,620

蔡杰

3,303,000

徐岭钦

2,460,3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

10

名股东中，高学明、冯进军、高学林为一致行动人。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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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1. 货币资金较期初增长49.55%， 主要系收回理财产品所致， 报告期收回到期银行理财产品56,500万

元。

2. 应收票据较期初下降30.67%，主要系采购材料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较上年同期增加，同时收到的银

行承兑较上期减少。

3. 应收账款较期初增长32.99%，主要系报告期新增控股子公司应收账款的金额较大。

4. 预付账款较期初增长141.29%，主要系报告期玻璃产业购进玻璃原片增加导致预付款增加。

5. 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90.75%，主要系报告期差旅费借款、展会借款以及支付了保证金。

6. 存货较期初增长40.68%，主要系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控股子公司所致。

7. 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下降60.93%，主要系收回理财产品所致，报告期收回到期银行理财产品56,500

万元。

8. 在建工程较期初增长80.32%，主要系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控股子公司所致。

9. 固定资产清理6,461.54元，主要系报告期有处置废旧吊车。

10.商誉较期初增长141.47%，主要系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控股子公司所致。

11.长期待摊费用8,881,796.28元，主要系新增控股子公司厂房的装修费和开办费。

12.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108.56%，主要系预付购买固定资产款增加。

13.应付票据较期初下降34.78%， 主要系上期开出的承兑报告期到期解付2,867万元。

14.应付账款较期初增长95.12%，主要系采购原材料增加。

15.预收账款较期初增长43.17%，主要系收到的销售订单的定金及进度款增加。

16.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长142.06%，主要系收到上海泰威往来款2,000万元。

17.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长304.02%，主要系报告期收购控股子公司预计负债2,026万元。

18.股本较期初增长30%，主要系报告期有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19.资本公积较期初下降49.5%，主要系报告期有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

20.其他综合收益较期初下降49.29%，主要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21.少数股东权益较期初增长46.06%，主要系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控股子公司所致。

二、利润表

1. 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长118.71%，主要系报告期营改增税务政策变动，原先进入管理费用的附加

税并入到税金及附加科目所致。

2. 财务费用同比增长109.91%，主要系报告期受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3. 营业外收入同比下降57.21%，主要系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4. 营业外支出同比增长522.74%，主要系上年同期基数较小，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7.18万元。

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降228.41%，主要系报告期营业成本增加11,763万元，毛利率降低，

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加大所致。

6. 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增长301.42%，主要系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控股子公司所致。

7. 其他综合收益同比下降233.44%，系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动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长47.14%，主要系报告期订单增加购进原材料增加。

2.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长45.13%，主要系报告期赎回的银行理财产品56,500万元。

3.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到的现金净额同比下降86.92%，主要系报告期同类业

务较上期减少。

4.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同比增长30.91%， 主要系报告期收购广东北玻电子的

股权转让款。

5.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同比增长250.94%，主要系报告期收到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增资款。

6. 分配股利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同比下降100%，主要系上年同期有现金股利分配。

7.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同比下降138.28%，主要系报告期汇率变动幅度较上年同期降

低。

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长953.21%，主要系收回理财产品所致，报告期收回到期银行理

财产品56,500万元。

9.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同比增长63.46%，主要系收回理财产品所致，报告期收回到期银行理财

产品56,500万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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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业绩亏损

业绩亏损

2017

年度净利润（万元）

-6,024.73

至

-4,819.78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2,409.8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要原因如下：

1

、主要是由于控股子公司广东北玻臻兴的业务发展不及

预期，预计商誉需计提减值约

1700

万元；

2

、原材料以及各种材料大幅度

涨价，大部分产品毛利率下降，毛利率较高的玻璃深加工产业出口订单

减少；

3

、自动化线新产品的研发时间比预计延长，研发费用的投入还在

继续加大，已完成研发的新产品的售后服务费用较高。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高学明

2017年10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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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沈锦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洪宇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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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6,646,597.43 2,545,078,354.46 -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54,850,426.33 1,946,314,746.79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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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903,283.26 99.85% 955,746,987.58 11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141,641.10 13.27% 62,181,828.86 38.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247,587.35 39.42% 36,436,204.15 848.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8,921,436.11 -1,974.98% -255,772,694.45 -4,216.1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 9.09% 0.26 36.8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2 9.09% 0.26 36.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8% 0.23% 3.27%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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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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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8,949.2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456,223.28

主要系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49,791.89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76,392.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9,755.68

合计

25,745,624.71 --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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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14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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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锦华 境内自然人

55.64% 130,743,522 99,915,436

质押

14,300,000

姚瑞波 境内自然人

2.93% 6,876,488 5,157,366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02% 4,744,400 0

谢永忠 境内自然人

1.40% 3,289,208 2,466,906

质押

106,800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6% 2,030,452 0

欧阳芳 境内自然人

0.84% 1,974,000 0

许剑峰 境内自然人

0.78% 1,826,160 1,369,62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长城量化

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1,434,389 0

赵鹏 境内自然人

0.60% 1,420,000 0

三星资产运用

株式会社

－

三星

中国中小型股

精选母基金

其他

0.57% 1,332,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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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锦华

30,828,086

人民币普通股

30,828,08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744,400

人民币普通股

4,744,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

长城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2,030,452

人民币普通股

2,030,452

欧阳芳

1,97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4,000

姚瑞波

1,719,122

人民币普通股

1,719,12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景顺

长城量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434,389

人民币普通股

1,434,389

赵鹏

1,4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0,000

三星资产运用株式会社

－

三星中国

中小型股精选母基金

1,332,579

人民币普通股

1,332,579

黄柱光

865,400

人民币普通股

865,400

谢永忠

822,302

人民币普通股

822,30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沈锦华、姚瑞波、谢永忠、许剑峰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且不

属于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32,899.39万元，比年初减少62,666.32万元，减少65.57%，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新

增对外投资及发放贷款增加所致；

2、发放贷款及垫款：期末余额26,672.01万元，比年初增加21,873.98万元，增长455.90%，主要原因系本期

内下属子公司南京市焦点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增加所致；

3、应收票据：期末余额405.66万元，比年初增加402.95万元，增长14907.43%，主要原因系本期内下属子公

司文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和焦点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的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4、应收账款：期末余额10,866.68万元，比年初增加4,198.53万元，增长62.96%，主要原因系提供进出口服

务的焦点进出口服务有限公司业务量上升导致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5、预付账款：期末余额2,064.28万元，比年初增加1,215.75万元，增长143.28%，主要原因系预付货款及展

览费、广告费等所致；

6、应收利息：期末余额69.72万元，比年初减少408.65万元，减少85.42%，主要原因系本期内定期存款到

期收回利息所致；

7、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2,881.49万元，比年初增加881.21万元，增长44.05%，主要原因系公司支付的往

来款项增加所致；

8、存货：期末余额1,006.14万元，比年初增加280.08万元，增长38.58%，主要原因系库存商品增加所致；

9、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61,677.94万元，比年初增加35,120.00万元，增长132.24%，主要原因系本

期较去年同期相比新增对江苏苏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所致；

10、长期应收款：期末余额428.10万元，比年初减少645.54万元，减少60.13%，主要原因系本期内收回部分

员工住房借款所致；

11、在建工程：期末余额11,652.58万元，比年初增加7,413.51万元，增长174.89%，主要原因系本期内新大

楼建设支出增加所致；

12、开发支出：期末余额2,602.77万元，比年初增加829.66万元，增长46.79%，主要原因系本期内新增研发

项目所致；

13、短期借款：期末余额544.74万元，期初余额为0，主要原因系本期内子公司增加借款所致；

14、预收款项：期末余额11,465.29万元，比年初减少5,196.64万元，减少31.19%，主要原因系公司的预收款

减少所致；

15、应交税费：期末余额676.90万元，比年初减少872.47万元，减少56.31%，主要原因系本期内支付税款所

致；

16、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1,439.37万元，比年初增加1,232.87万元，增长597.03%，主要原因系公司的应付

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17、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22,773.77万元，比年初增加5,349.28万元，增长30.70%，主要原因系一年内到

期的会员及增值服务收入增加所致；

18、递延收益：期末余额2,244.30万元，比年初减少1,875.32万元，减少45.52%，主要原因系一年以上的会

员及增值服务收入减少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1、营业总收入：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为96,211.1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1,016.07万元，增长112.88%，主

要原因系本期内中国制造网（Made-in-china.com）及提供进出口服务、保险代理服务子公司业务量上升所

致；

2、营业成本：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为56,982.5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40,445.75万元，增长244.58%，主要原

因系提供进出口服务的子公司业务量上升导致货物成本上升所致；

3、销售费用：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22,102.2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5,283.35万元，增长31.41%，主要原因

系人员数量增长导致的人员薪酬及保险代理业务的渠道代理服务费上升所致；

4、财务费用：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164.81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26.16万元，增加83.37%，主要原因系

利息收入减少、手续费增加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为-19.6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3.41万元，减少242.57%，主要

原因系本期内贷款减值准备转回所致；

6、投资收益：报告期内投资收益为1,977.7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227.01万元，减少38.29%，主要原因系

上年同期处置部分股权投资，导致上年同期投资收益大幅增加所致；

7、营业外支出：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为34.2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3.51万元，减少86.19%，主要原因

系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8、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为1,207.0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799.21万元，增长195.96%，主要原

因系本期内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5,577.2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24,984.67万元， 减少

4216.13%，主要原因系南京市焦点互联网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发放贷款大幅增加所致；

2、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2,893.91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44,644.17万元， 减少

379.94%，主要原因系本期投资苏宁银行所致；

3、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820.57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5,714.73万元， 减少

139.19%，主要原因系本期内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4、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为-577.68万元，较上年年同期减少1,204.96万元，减

少192.09%，主要原因系美元汇率下降所致。

四、截至2017年9月30日，中国制造网共有注册收费会员16,712位，其中英文版共有15,185位收费会员，中

文版共有1,527位收费会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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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7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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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0.00%

至

3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11,104.59

至

14,435.97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1,104.5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各项业务稳定增长，中国制造网（

Made-in-China.com

）及跨境贸易综

合服务、新一站保险网（

xyz.cn

）、焦点小贷等营业收入较去年有较大幅度

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单位：元

资产类

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

源

股票

19,500,000.00 -46,800,000.00

101,029,

999.25

152,100,

000.00

自有

合计

19,500,000.00 0.00 -46,800,000.00 0.00 0.00

101,029,

999.25

152,100,

000.00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沈锦华

2017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002315� � � �证券简称：焦点科技 公告编号：2017-048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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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经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将全资子

公司焦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点教育” ）100%股权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锦华先

生设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焦点科技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点控股”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0月10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3）。

上述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公司预计将与关联方焦点教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2017年度累计

交易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万元。

2、审议决策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17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沈锦华先生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

交易控制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为。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至披露日已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 焦点教育 采购软件系统 按市场价原则

500

万

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焦点教育 提供劳务 按市场价原则

100

万

0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上一年度未发生该项日常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焦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91MA1MNU4P6W

成立时间：2016年06月29日

公司住所：南京市高新区惠达路6号北斗大厦2楼230室

法定代表人：唐焱

注册资本：5000万元

实缴资本：1500万元

经营范围：教育软件、教育信息系统的开发、经营；计算机软硬件、教学仪器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培训、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教育信息化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数据处理；教育信息咨询；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批发及零售教学软件、教学设备、机械电器设备、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

备；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焦点教育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6年12月31日， 焦点教育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1,

219,124.09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2,300,151.86元，净资产为人民币8,918,972.23元；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

币1,458,950.36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081,027.77元。截止2017年8月31日，焦点教育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7,

301,509.71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8,863,688.50元，净资产为人民币8,437,821.21元；2017年1-8月，实现营业收

入人民币228,476.43元，净利润为人民币-5,481,151.02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二）与公司关联关系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将全资子公司焦点教育100%股权转让给焦点控

股。上述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后，焦点教育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锦华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本

次公司预计与焦点教育进行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依法存续、经营情况正常、资产状况良好，关联交易金额较低，不存在向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

账的可能性，关联方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及定价方式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价格为参考标准，交易各方根据

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协议。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及结算方式

交易各方根据实际需要与市场情况，签订有关合同。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情况进行计

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关联方从公司剥离至焦点控股初期公司及关联方的业务发展及

经营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没有损

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经常性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不会因此对关

联方产生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2017年度预计与焦点教育发生的日常性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 的原则，交易事项符

合市场原则，未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审议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沈锦华已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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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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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2017年10月17日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7年10月20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全体董事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7-047）刊登于2017年10月21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刊登于2017年10月21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全体董事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

案》。董事长沈锦华先生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

公司预计2017年度将与关联方焦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交易类别主要系向关联方采

购产品、提供劳务，预计总金额不超过600万元。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0月2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

于新增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48）。

特此公告。

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21日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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