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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碼：A股600663  B股：900932   股票簡稱：陸家嘴  陸家B股  編號：臨2015-015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於2015年4月29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
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所作決議合法有效。會議形成如下決議：
　　一、 審議通過《2015年度第一季度報告》及摘要。
　　全體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簽署了《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關於公司2015年度第一季度報告的確認意見》。
　　本項議案表決情況：9 票同意、0 票反對、0 票棄權。
　　二、 審議通過《第七屆董事會部分專門委員會委員調整的議案》。
　　本項議案表決情況：9 票同意、0 票反對、0 票棄權。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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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屆監事會第六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
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六次會議於2015年4月29日以通訊方式召開。會議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所作決議合法有效。經監事會審議，形成如下決議：
　　會議審議通過《2015 年度第一季度報告》及摘要。
　　監事會認為：公司第一季度報告的編制和審議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公司章程和公司內部管理制度的各項規
定；第一季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各項規定，所包含的信息客觀地反映了公司報告
期間的經營管理和財務狀況；未發現參與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特此公告。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二一五年四月三十日

公司代碼：600663  900932   公司簡稱：陸家嘴  陸家B股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應當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2 公司負責人徐而進、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夏靜 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倪智勇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
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3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減(%)調整後 調整前

總資產 45,873,494,838.03 不適用 45,620,746,622.93 0.5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
產 12,472,125,974.01 不適用 11,528,528,439.47 8.18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調整後 調整前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
額 -561,603,191.91 -1,462,830,536.06 -1,462,830,536.06 不適用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調整後 調整前

營業收入 1,180,856,431.06 759,856,842.34 759,856,842.34 55.4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
潤 302,185,935.24 267,154,132.08 264,976,826.89 13.1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
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299,670,527.20 227,643,490.00 225,466,184.81 31.64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 2.52% 2.53% 2.33% 減少0.01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18 0.1430 0.1419 13.11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1618 0.1430 0.1419 13.11

註：「不適用」是因為上年度數字未發生調整。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1,273,725.00 該項目主要為處置陸家嘴花園車位的收益。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
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
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6,000.00 該項目主要為下屬公司收到的專項補貼。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678,779.81 該項目主要為本公司及子公司收到的違約金
和個人所得稅手續費。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224,970.57 　

所得稅影響額 -1,238,126.20 　

合計 2,515,408.04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116,134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

件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 1,057,953,040 56.65% 　 質押 292,825,362 國有法人

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53,234,998 2.85% 　 未知 　 國有法人

SCBHK A/C KG INVESTMENTS 
ASIA LIMITED 42,523,206 2.28% 　 未知 　 未知

TARGET VALUE FUND 27,290,762 1.46% 　 未知 　 未知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9,786,057 0.52% 　 未知 　 未知

LGT BANK AG 9,607,810 0.51% 　 未知 　 未知

GAOLING FUND,L.P. 9,041,654 0.48% 　 未知 　 未知

HKSBCSB A/C THE 
NORTHERN TRUST 
CO S/A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
CORPORATION

8,558,684 0.46% 　 未知 　 未知

NORGES BANK 8,558,684 0.46% 　 未知 　 未知

東達（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6,686,009 0.36% 　 未知 　 國有法人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 1,057,953,040 人民幣普通股 1,057,953,040

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53,234,998 人民幣普通股 53,234,998

SCBHK A/C KG INVESTMENTS ASIA LIMITED 42,523,206 境內上市外資股 42,523,206

TARGET VALUE FUND 27,290,762 境內上市外資股 27,290,762

SCBHK A/C BBH S/A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9,786,057 境內上市外資股 9,786,057

LGT BANK AG 9,607,810 境內上市外資股 9,607,810

GAOLING FUND,L.P. 9,041,654 境內上市外資股 9,041,654

HKSBCSB A/C THE NORTHERN TRUST CO 
S/A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INV.
CORPORATION

8,558,684 境內上市外資股 8,558,684

NORGES BANK 8,558,684 境內上市外資股 8,558,684

東達（香港）投資有限公司 6,686,009 境內上市外資股 6,686,009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東達（香港）投資有限公司為第一大股東-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
的全資子公司。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三、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1. 資產構成與上年度相比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與分析

項目 期末餘額 年初餘額 變動比例（%） 說明

其他綜合收益 652,968,391.21 11,556,791.91 5550.08 由於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申萬宏源於2015年1
月上市，其公允價值大幅上漲。

2. 利潤表與上年同期數相比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與分析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變動比例
（%） 說明

營業收入 1,180,856,431.06 759,856,842.34 55.41 該項目增長是由於房產銷售收入增加。

營業成本 449,866,045.35 217,367,105.84 106.96 伴隨著營業收入的增長，營業成本也相應
增加。

營業稅金及附加 136,810,475.55 81,537,062.42 67.79 伴隨著營業收入的增長，營業稅金及附加
也相應增加。

銷售費用 29,302,876.39 19,899,789.35 47.25 伴隨著營業收入的增長，銷售費用也相應
增加。

財務費用 140,618,103.21 81,344,737.01 72.87
由於公司去年已發行中期票據50億元及貸
款規模增加，故本季度財務費用比上年大
幅增加。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
利潤

299,670,527.20 227,643,490.00 31.64

該項目增長是由於2015年度非經常性損益
為252萬元，而2014年度非經常性損益為
3951萬元（出售股票收益）。剔除這一因
素，公司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與
上年相比穩步增加。

3. 現金流量表與上年同期數相比發生重大變化的原因與分析

項目 本期金額 上期金額 變動比例
（%） 說明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561,603,191.91 -1,462,830,536.06 61.61 2014年1季度，公司拍得Z4-2土地，支出

10億元，而本年度無此類情況。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925,098,849.32 -2,231,811,718.93 141.45 公司2014年度支付前灘實業收購款22.575

億元。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
流量淨額 -420,451,890.74 2,274,129,717.14 -118.49

由於公司融資策略和結構的變化，去年公
司一季度支付前灘實業收購款項且通過併
購貸款融資，本年無此重大借款。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東承諾事項履行情況
√適用  □不適用 
對於公司收購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富都世界發展有限公司50%股權的事宜，《陸家嘴關於收
購控股股東房地產股權資產的關聯交易公告》中披露：富都世界公司在評估基準日賬面中預提土地開發成本計
400,546,451.63元。由於此開發成本系根據2007年初當時的動拆遷價格水平計算計提，現在無論從動拆遷補償標
準及社會物價水平來看，都較以前計算標準有較大變動。故上海陸家嘴（集團）有限公司承諾：「若今後該地塊實
際動遷成本大於原計提金額，陸家嘴集團將對股權受讓方予以補償；若小於原計提金額，則將收回差額，補償或收
回金額按經第三方審計的項目實際發生數計算確定。具體內容及方式將在本次股權轉讓的正式轉讓協議中明確。」
（詳見臨時公告臨2012－023以及臨時公告臨2014－002）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5 本報告期內公司業務情況。

長期持有物業類型 總建築面積（平方米） 期末出租率 平均租金

主要辦公物業
（運營一年以上）

甲級寫字樓 447,720 98% 7.20元/平方米/天

高品質研發樓 212,365 100% 4.18元/平方米/天

主要商舖物業 80,463 99% 7.48元/平方米/天

酒店物業 62,380 68% 547元/間/夜

主要住宅物業 92,639 91% 24,087元/套/月

住宅物業銷售 總建築面積（平方米） 在售面積（平方米） 去化率 備案價格區間

天津地區 460,814 279,077 82% 18,453-32,045元/平方米

上海地區 209,761 64,454.89 76% 30,810-76,693元/平方米

註：去化率以在售面積為基礎計算。

  公司名稱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而進
  日期  2015-04-29

上海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30日（星期四）

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主要會計數據及財務指標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減(%)

總資產 3,546,860,718.28 3,628,821,084.18 -2.2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2,893,518,685.63 2,865,184,766.34 0.99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62,390,996.38 -254,525,575.17 36.20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543,219,694.90 601,657,948.28 -9.7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8,333,919.29 23,569,439.55 20.21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16,807,432.50 3,848,697.59 336.70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98 0.86 增加0.12 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255885 0.01876548 20.21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0.02255885 0.01876548 20.21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說明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6,127.88 　
越權審批，或無正式批准文件，或偶發性的稅收返還、減免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
或定量持續享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4,250,000.00 　

計入當期損益的對非金融企業收取的資金佔用費 　 　
企業取得子公司、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的投資成本小於取得投資時應享有被投資單位可辨認淨資產公
允價值產生的收益 　 　

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損益 　 　
委託他人投資或管理資產的損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災害而計提的各項資產減值準備 　 　
債務重組損益 　 　
企業重組費用，如安置職工的支出、整合費用等 　 　
交易價格顯失公允的交易產生的超過公允價值部分的損益 　 　
同一控制下企業合併產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併日的當期淨損益 　 　
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無關的或有事項產生的損益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產生的公
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取得的投資收益 　 　

單獨進行減值測試的應收款項減值準備轉回 　 　
對外委託貸款取得的損益 9,353,248.37 　
採用公允價值模式進行後續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產生的損益 　 　
根據稅收、會計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對當期損益進行一次性調整對當期損益的影響 　 　
受托經營取得的托管費收入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39,705.48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益項目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2,811.60 　
所得稅影響額 -2,040,372.38 　
合計 11,526,486.79 　

特訊！

聯繫電話：00668-76139555
00668-76139666

直開國際信用證，
擔保代款，

手續簡單方便，
有意者來人，來電聯繫
100年以上老坑冰種天然翡翠綠色手鐲，
急於用錢痛心轉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