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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    重要提示重要提示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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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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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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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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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张世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兰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张世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兰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张世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兰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公司负责人张世权、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兰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会计主管人员会计主管人员会计主管人员))))李根妹声明：保证李根妹声明：保证李根妹声明：保证李根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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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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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684,886.28 189,650,861.81 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326,497.72 13,719,126.32 19.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763,131.24 12,603,282.12 1.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4,099,181.53 21,752,944.48 10.7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1.83%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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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723,592.94 2,101,067,888.20 -6.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6,954,563.86 1,420,628,066.14 1.1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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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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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426.4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39,013.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6,118.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2,219.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84,210.60 合计 3,563,3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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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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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11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37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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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36% 165,387,223 165,387,223 -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7.42% 86,593,880 - - - 申万菱信基金－光大银行－申万菱信资产－华宝瑞森林定增 1 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 11,538,461 11,538,461 - - 宝盈基金－招商银行－宝盈定增 12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 11,412,351 11,412,351 - - 张世权 境内自然人 3.34% 10,556,632 10,556,632 - -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赢 1 号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3% 3,892,394 3,892,394 - - 安信证券－光大银行－安信证券长泰定增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 3,850,985 3,850,985 - -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2% 3,848,970 3,848,970 -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3,656,839 3,656,839 - - 苏伟武 境内自然人 0.90% 281,700 - -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86,593,880 境外上市外资股 86,593,880 苏伟武 2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81,700 朱学军 217,758 人民币普通股 217,758 曹文伯 1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000 张跃忠 16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9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019L-FH002深 15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200 济和集团有限公司 113,395 人民币普通股 113,395 李庆平 11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800 韦鹏燕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公玉芝 97,901 人民币普通股 97,9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张世权与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的情形。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形。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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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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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    重要事项重要事项重要事项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11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     报告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占总资产比例与上年同期相比无重大变动。  2222、合并利润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合并利润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合并利润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合并利润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     项目 2015年1-3月 2014年1-3月 同比增减 营业外收入 2,520,965.21 1,253,683.17 101.08% 营业外支出 185,920.24 128,014.97 45.23% 少数股东损益 -641,158.70 -2,761,856.00 -76.79%  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01.08%，主要系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45.23%，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及地方水利建设基金支出增加所致；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76.79%，主要系非全资子公司亏损减少所致。  333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的重大变动说明     项目 2015年1-3月 2014年1-3月 同比增减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7,998,571.47 -30,247,400.43 1149.6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240,122.46 16,328,383.86 -830.2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3,539,670.69 7,601.165.58 -6329.83%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149.69%，主要系增加了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830.26%，主要系偿还银行借款所致；综合使得现金及现金等价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329.83%。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111、、、、201420142014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2015年3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以总股本315,857,85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待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详情见公司于2015年3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浙江世宝：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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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三、公司或持股三、公司或持股三、公司或持股 5%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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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世宝控股 自公司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上述期限届满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2011 年 06月 20日 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期间 报告期内，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张世权、张宝义、汤浩瀚、张兰君和张世忠 自公司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世宝控股的出资，在上述期限届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世宝控股的出资不超过其所持有世宝控股出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其在离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世宝控股的出资。 2011 年 06月 20日 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报告期内，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张世权 自公司公开发行的 A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同时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世权还承诺在上述期限届满后，在其任期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1 年 06月 20日 作为公司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报告期内，承诺人严格履行了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四、对四、对四、对 2015201520152015 年年年年 1111----666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月经营业绩的预计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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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20.00% 至 40.00% 2015 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333.76 至 3,889.38 2014 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778.1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公司利润增加主要系经营规模扩大、财务费用减少以及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五、证券投资情况五、证券投资情况五、证券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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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世权 

 

2015 年 4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