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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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友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舟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周国良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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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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412,543.07 658,563,756.88 1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3,364,084.16 76,918,974.73 2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9,034,137.20 71,676,422.88 24.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082,931.31 -194,619,750.30 132.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64 0.1041 21.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64 0.1041 21.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1% 3.72%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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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9,475,172.19 4,048,974,328.93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34,569,382.56 2,340,063,951.38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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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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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8,4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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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5,280.9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14,234.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866,644.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0,790.19  

合计 4,329,94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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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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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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林 境内自然人 48.07% 355,018,300 266,263,724 质押 39,596,3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疗服务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0% 14,024,039    

朱奎顺 境内自然人 1.20% 8,869,500    

朱美娟 境内自然人 1.14% 8,410,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1% 5,278,9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汇添富民营活力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8% 5,000,079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万能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4,631,65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3,83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富国中证工业 4.0 指

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2% 3,819,44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吉利两全保险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3,79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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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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友林 88,754,576 人民币普通股 88,754,57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医疗

服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024,039 人民币普通股 14,024,039 

朱奎顺 8,869,500 人民币普通股 8,869,500 

朱美娟 8,4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8,410,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

优势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278,958 人民币普通股 5,278,9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

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79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79 

信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

险产品 
4,631,659 人民币普通股 4,631,65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

证工业 4.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819,440 人民币普通股 3,819,44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利两

全保险产品 
3,7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3,797,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王友林先生与朱奎顺先生、朱美娟女士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本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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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不存在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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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 73.91%，主要原因系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到期，较期初减少了 9,400

万元，增加了银行存款； 

2、应收票据较期初减少 51.29%，原因系本期将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转让给了供应商； 

3、应付票据较期初增加 71.94%，主要原因系公司每月对供应商支付的货款中增加了承兑汇票的比例； 

4、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 54.29%，主要原因系 2015 年度的年终奖于 2016年年初发放所致； 

5、其他应付款较期初增加 30.71%，主要原因系公司预提运输费、业务费增加，及收到的材料供应商

投标、履约保证金增加。 

（二）利润表项目 

1、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30.99%，主要原因系薪酬、业务费、售后服务费等费用增加导致； 

2、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77.70%，主要原因系利息收入的减少； 

3、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 81.39%，原因系公司按照应收款项的账龄计提减值准备较去年同期

增加； 

4、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33.99%，原因系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本期产生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 

5、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 196.32%，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对供应商罚款较去年同期增加； 

6、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33.87%，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加，及所得税税

率为 25%的子公司利润增幅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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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132.41%，主要原因系本期较去年同期相比货款回收

金额增加，公司每月对供应商支付的货款中增加了承兑汇票的比例，现金支付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62.75%，主要原因系本期收到的到期理财产品现金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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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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6月，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事项，并于 2016年 3月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

核通过。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

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经申请，公司于 2015年 6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 
2015 年 6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 年 8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申请 2015年 9月 1 日

开市起复牌。 

2015 年 9 月 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 年 9 月 24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经股东现场与网络投票表决，部分议案因获得赞成票数

未超过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未获通过。 

2015 年 9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5 年 10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 年 11 月 13 日，公司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2015 年 11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 年 11 月 2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

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3293 号），中国证监会

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进行了审查，认为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

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5 年 11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 年 1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3293 号），中国证监

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申请

文件》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公司于当月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

见。 

2016 年 1 月 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 年 1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6 年 3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2016 年 3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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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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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王友林先生，

董事陈金云、顾兴生、刘占

涛，高级管理人员沈舟群、

朱瑞华、张利春 

股份限售承诺 

作为公司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

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本人所持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股份 

2010 年 3

月 12 日 

上任之日

起至离职

后半年内 

严格履行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秦成松 股份限售承诺 

作为公司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

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其本人所持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

让所持股份 

2013 年 6

月 14 日 

上任之日

起至离职

后半年内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王友林先生

及其一致行动人朱美娟、朱

奎顺，董事陈金云、顾兴生、

刘占涛，高级管理人员沈舟

群、朱瑞华、张利春，核心

技术人员孟庆东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放弃同业竞争和利益

冲突承诺函 

2010 年 3

月 12 日 

任职期间

一直有效 
严格履行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秦成松 

关于同业竞争、

关联交易、资金

占用方面的承

诺 

放弃同业竞争和利益

冲突承诺函 

2013 年 6

月 14 日 

任职期间

一直有效 
严格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王友林先生

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股份增持承诺 

自 2015年 7月 10日起

未来六个月内增持公

司股份，增持期间及在

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

不转让本次所增持公

司股份 

2015 年 7

月 10 日 

增持期限：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

未来六个

月；不减持

期限：增持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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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及增

持完成后

六个月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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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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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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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4,031.85 至 28,037.16 

2015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万元） 
20,026.5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截至 2016年 3月 31 日，公司正在执行的有效订单为 42.9 亿。随着公司营销网络建设布局

的不断完善，订单获取能力进一步增强，目前已形成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市的营销服务体系。

同时，公司不断增加研发投入、革新技术工艺、优化产品配置，规模化效益显现，盈利水

平不断提高。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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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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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3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irm.p5w.net） 

2016 年 3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irm.p5w.net） 

 

 

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友林 

2016年 4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