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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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公司負責人陳鴻、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司文培及會計機構負責人鄒曉璐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報表

的真實、準確、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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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資產 29,357,613,194.26 29,769,094,699.51 -1.3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7,972,159,225.58 6,260,615,425.89 27.34

年初至報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
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508,101,907.80 1,767,169,251.03 -14.66

年初至報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
報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減
（%）

營業收入 14,753,293,830.16 15,575,183,289.37 -5.2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1,619,025,727.38 741,582,103.89 118.32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
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 752,391,119.71 713,474,745.36 5.45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23.03 12.28 增加10.75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58 0.73 116.44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1.58 0.73 1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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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月） 年初至報告期末金額（1-9月）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2,424,164.87 1,929,9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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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0.00 2,530,000.00

搬遷補償收入 260,690.70 153,615,072.01

減少子公司產生的收益 849,021,329.83 926,018,603.78

搬遷補償支出 -263,890.70 -53,048,219.44

人員關係補償費用 -25,748,442.65 -109,768,834.98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
入和支出 3,990,927.99 7,098,150.14

其他符合非經常性損益定義的損
益項目 -45,000,000.00 -45,000,000.00

所得稅影響額 -366,093.75 -15,403,849.44

少數股東權益影響額（稅後） -1,458,410.01 -1,336,305.21

合計 783,140,276.28 866,634,6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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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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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84,220,364 47.35 0 無 國有法人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900,948 2.14 0 無 國有法人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六組合 20,487,546 2.00 0 無 其他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13,741,800 1.34 0 無 國家

NORGES BANK 13,287,464 1.30 0 未知 其他

全國社保基金一一零組合 11,094,210 1.08 0 無 其他

GIC PRIVATE LIMITED 9,196,116 0.90 0 未知 其他
SCBHK A/C VALUE PARTNERS 
CHINA GREENCHIP FUND 
LTD

9,186,524 0.90 0 未知 其他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國中證國有企業改革指數分
級證券投資基金

5,191,825 0.51 0 無 其他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5,166,247 0.51 0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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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84,220,364 人民幣普通股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1,900,948 人民幣普通股

全國社保基金一零六組合 20,487,546 人民幣普通股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13,741,800 人民幣普通股

NORGES BANK 13,287,464 境內上市外資股

全國社保基金一一零組合 11,094,210 人民幣普通股

GIC PRIVATE LIMITED 9,196,116 境內上市外資股
SCBHK A/C VALUE PARTNERS 
CHINA GREENCHIP FUND 
LTD

9,186,524 境內上市外資股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國中證國有企業改革指數分
級證券投資基金

5,191,825 人民幣普通股

GUOTAI JUNAN SECURITIES 
(HONGKONG) LIMITED 5,166,247 境內上市外資股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
的說明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前十名流通股的其他股東之間不存
在關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股東持股變動信息披露管理辦法》
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他股東之間未知其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
致行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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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潤表相關科目變動分析表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科目 本期數 上年同期數 變動比例（%）

營業收入 14,753,294 15,575,183 -5.28

營業成本 11,642,319 12,274,015 -5.15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1,619,026 741,582 118.32

1）營業收入和營業成本主要是由於報告期內公司處置了高斯國際等印刷包裝機械業務，導致合併範
圍中減少了高斯國際等印刷包裝機械的業務所致；

2）公司本報告期淨利潤與上年同期相比大幅增加，主要是由於實施對美國高斯國際有限公司債轉股
所帶來的收益增厚淨利潤所致。

資產負債情況分析表
單位:千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名稱 本期期末數 上期期末數 本期期末金額較上期期末變動
比例（%）

貨幣資金 12,803,399 12,118,008 5.66

應收票據 340,704 301,520 13.00

應收賬款 2,133,397 2,229,729 -4.32

應收股利 27,438   - 不適用

其他應收款 219,014 180,485 21.35

存貨 6,874,963 7,661,130 -10.26

其他流動資產 201 35,863 -99.44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84,868 167,717 10.23

固定資產 1,544,919 1,641,902 -5.91

在建工程 229,275 338,407 -32.25

無形資產 205,694 362,471 -43.25

短期借款 51,947 162,948 -68.12

應付賬款 1,797,952 2,024,845 -11.21

應付職工薪酬 411,182 599,558 -31.42

應付股利 63,204 692 9,033.53

其他應付款 847,359 929,871 -8.87

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 11,305 -100.00

其他流動負債 85,953 193,918 -55.68

長期借款 1,416,282 -100.00

其他非流動負債 124 11,930 -98.96

1）應收票據增加主要是由於個別客戶的結算方式變更為票據結算；
2）應收賬款、存貨、其他流動資產、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短期借款、應付賬款、應付職工薪酬、

其他應付款、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其他流動負債、長期借款、其他非流動負債等資產、負債項
目較上年期末減少，主要是由於報告期內公司處置了高斯國際等印刷包裝機械業務，導致合併範圍中
減少了高斯國際等印刷包裝機械的業務所致；

3）應收股利增加主要是由於本期聯營公司股利已宣告尚未發放；
4）其他應收款增加主要是由於本公司下屬子公司支付的保證金及代墊費用增加所致；
5）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增加主要是由於本期持有的流通股公允價值上升；
6）在建工程減少主要是由於以前年度投資的項目已在本期完工轉固定資產所致；
7）應付股利增加主要是由於本公司下屬子公司股利已宣告尚未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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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八屆二次董事會同意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和本公司以對高斯國際的債權進行債轉股。

在債轉股完成後，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將持有高斯國際93.63%的股權；本公司將持有高斯國
際6.37%的股權，並喪失對於高斯國際的控制權。2015年8月18日，本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臨時股
東大會批准了該交易。債轉股事宜已完成，公司已經將所持高斯國際6.37%的股權出讓給American 
Industrial Partners（簡稱：A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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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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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預測年初至年末的累計歸屬於母公司的淨利潤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00%-150%，主要是由於

實施對美國高斯國際有限公司債轉股所帶來的收益增厚淨利潤所致。                                               

公司名稱 上海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陳鴻

日期 2015-10-28

上 海 機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禁忌或忌
諱是一種普
遍的文化現
象，於不同
地方都會存
在，形成禁
忌的原因各

有不同，有的是產生於宗教，
有的是來自世俗的習慣。
至於語言上的忌諱，主要是有
人認為語言和事物之間有某種神
秘的聯繫，如果說了不吉祥的
話，就有可能會發生不吉祥的事
情，所以大家會迴避某些話語，
並成為習慣。比如一個人死了，
有時會避開「死」字，書面語會
寫「逝世」、「永別」等，口語
會說他「走了」、「不在了」
等。
在香港雖然文化氛圍比較自

由開放，但仍有不少人講求吉
利，生活上也會出現一些禁忌
語。部分禁忌語反映了香港和內
地的文化差異，如大家能多加了
解，就可以避免發生類似以下的
尷尬情況。

話說有一位內地導遊帶一團香港人
參加廣東省短線遊，這位導遊看到一
對老年夫婦坐在後排座位，怕他們顛
簸，就好心用粵語對他們說「前面有
空位」，結果那對老年夫婦臉色都變
了，怎麼也不肯坐到前面去。因為粵
語的「空」和「凶」同音，「空位」

聽上去就是「凶位」，如果那位導遊
以「吉」代替「凶」，說「吉位」相
信就不會有問題了。類似的還有「交
吉」，普通話意思是「（房子）騰空
了」。

差異主要兩種：讀音及意思
一般來說，粵普詞語在禁忌語上的差

異主要有兩種：一種跟讀音有關，如普
通話的「通書」，粵語為「通勝」，因
為「書」、「輸」同音；普通話的「絲
瓜」，粵語為「勝瓜」，因為粵語
「絲」、「輸」諧音；一種與意思有
關，如普通話的「淡菜」（貽貝的乾製
品），粵語為「旺菜」，因為對做生意
的人來說，當然選擇「旺」而不是
「淡」。類似的還有普通話的「豬
肝」、「乾杯」，粵語為「豬膶」、
「飲勝」，但現在香港人也說「乾
杯」一詞了。
考考大家，下面的粵語詞，在普通話中
應該怎麼說呢？
涼瓜、豬紅、豬脷、伯有、通菜、鳳爪
答案：
苦瓜、豬血、豬舌、伯母、蕹菜、雞腳

■李曉京
簡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創辦於1976

年，是香港地區首個專注推廣普通話的
民間團體，並致力提供各類型的普通話
課程。

網站：www.mandarin.edu.hk
電郵：pth@mandarin.edu.hk
（標題與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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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創新科技
跟大眾日常生活其實息息相關。中文大學機
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兩批學生，分別發揮創
意發明「採石攀爬機械車」及「穿戴式防失
裝置」，不單贏得校外賽事獎項，設計只要
稍加改裝即可應用在生活各層面，為不同有
需要者帶來方便。

採石攀爬機械車應用潛力大
中大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三年級生陳彥
博，與7位同學共同發明藍牙遙控「採石攀
爬機械車」，勇奪本年「大中華設計大賽」
冠軍。機械車有3項主要功能，分別為攀
越、收集及卸下，車輪特別設計成勾三角
形，可扣住高石撐起車身，橫越崎嶇不平的
路面。此外，車頭位置設有類似剷泥車頭的
機械大剷，可有效兜起前方小石應付收集任
務，用家可善用遙控器自由操控機械車，以
及控制機械大剷升高或弧後，讓小石倒入後
方收納格，再經格下開合活門讓小石跌落指
定位置，完成卸下工作。
由於採石攀爬機械車主要用於參賽，規格
上有較多限制，例如車輪高度及夾石方法，
實際用途有限。不過，陳彥博指，假如為機
械車裝置不同配件，或將其比例放大，將有
極大應用潛力，例如作為延伸工具用於支援
有需要的傷殘者，協助提取物品，生活上有
很大發展空間，「更可把車頭機械剷改成鐮
刀，變身為農業收割車，甚至加強功能用於
星球探索，收集不同岩石樣本。」

至於發明「穿戴式防失裝置」的同系畢業
生郭瑋強，憶述父親曾因遺失一支載有重要
文件的USB手指，被迫轉工，讓他自小學時
期已經明白，無心之失可以造成無可挽救的
可怕後果，啟發他立志發明防失裝置助己助
人。
「穿戴式防失裝置」是一隻SD存儲卡般大

小的芯片，可透過發送藍牙與主控機程式連
結，假如芯片離開主控機一定距離，即會叫
鳴引起注意。他表示，用家可以自行選擇主
控機程式載體，例如智能手機甚至智能運動
手帶，只要把芯片放進銀包等財物，即可發

揮防失所用。此外，假如用家遺失物件，亦
可以透過母機查出芯片最後出現位置及時
間，縮減搜索範圍。

明起「創新科技嘉年華」展出
有關發明曾獲青年創業賽獎項，目前郭瑋

強已跟合夥人開設公司，期望把芯片製成皮
扣等裝飾品，並與名牌手袋等奢侈品牌合作
附在其產品上，加強保安。
上述設計將於明日（31日）起在「創新科

技嘉年華」展出，有興趣市民可到科學園參
觀了解。

▲車輪設計成勾三角
形，可扣住高石越過障
礙。 姜嘉軒 攝

◀陳彥博（左）及郭瑋
強（右）的設計將於明
日起在「創新科技嘉年
華」中向公眾展出。

姜嘉軒 攝

調查於上月底進行，教聯會向全港中小幼
及特殊學校發出問卷，由校長、副校長

或教師回覆，最後收回218份問卷。除了上
述3個議題外，教聯會列出的重大教育議
題，亦獲得八成或以上受訪教師支持納入下
年度施政報告，包括85%受訪教師支持「促
請政府正視鉛水對學校的影響，資助學校驗
水及添置濾水器」、支持「增加資訊科技教
育撥款，改善資訊科技教育以提升教學效
能」者有84%、「支持教學語言政策的穩
定，要求對英中和中中一視同仁」者有
82%，至於認同「改善年輕教師入職環境，

調整教學助理的待遇」者亦有80%。

促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
問卷同時要求教師選出3個「最需要」被

納入下年度施政報告的教育項目，而受訪教
師中有48%認為「盡快落實15年免費教育」
最需要被納入施政報告；其次為「凍結來年
全港中一班數，以求不殺校和保全港中學教
師教席」及「加快落實中、小學教師全面學
位化，以改善教師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亦分
別有43%及37%支持度。認同「增加資訊科
技教育撥款，改善資訊科技教育以提升教學
效能」，則有29%人支持。

倡為幼師設薪酬架構
教聯會期望政府回應教師最關心的議題，

對於「盡快落實15年免費教育，設立教師薪
酬架構及加強對融合幼兒的支援」議題，教
聯會促請政府參考中小學薪級表，為幼師設
立薪酬架構，同時增撥資源，為幼稚園融合

教育制定有效的改善措施，包括增聘具特教
經驗的老師駐校支援，把「兼收計劃」擴展
至全港幼稚園，以加強對特教生的支援。
至於「凍結來年全港中一班數」議題，教

聯會指隨着「減派方案」完結，中學收生及
縮班情況更嚴峻，剩餘中一學額將大幅攀
升，涉及數十間中學的存亡及近400個中學
教師的去留，因此建議當局實施一年臨時措
施，以本學年為標準凍結來年中一班級數
目，達到「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的政
策目標，並為日後出生率回升作準備。

盼增資訊科技教育撥款
此外，隨着資訊科技在教與學方面日漸普

遍，學校對資訊科技的相關支援更渴求，教
聯會促請當局增加資訊科技教育撥款，以提
升教學效能。受縮班殺校及合約制教師影
響，或會減低部分年輕教師入行意慾，教聯
會要求當局改善年輕教師入職環境，調整教
學助理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政

府正就明年施政報告展開公眾諮

詢，教聯會為了解教育界訴求，特

別進行問卷調查，發現100%受訪者

贊成「凍結來年全港中一班數」；

而「盡快落實 15 年免費教育」及

「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兩項議

題，亦分別有 94%及 90%教師支

持。該會促請政府積極回應業界訴

求，例如實施一年臨時措施，以本

學年為標準凍結來年中一班級數

目，達至「保學校、保教師、保實

力」目標，減輕學生人口下降對業

界的衝擊。

■教聯會調查結果指，所有受訪教師均認同凍結來年全港中一班數。左起：教聯會副主
席王惠成、胡少偉、杜家慶。 教聯會供圖

普通話教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