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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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移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林蔚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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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674,807,551.22

586,648,641.54

15.03%

505,900,162.43

318,877,333.27

5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86,396,453.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6.99%

277,687,277.30

-4.97%

530,915.47

_

16,598,300.81

-10.83%

58,875.92

_

15,183,590.22

-17.82%

26,242,455.58

2.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150.00%

0.2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150.00%

0.2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0.53%

4.32%

-2.07%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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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01.41
1、根据西安高新区管委会文件西高新发（2016）19 号《西安高新区管委
会关于兑现 2014 年度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系列政策的通知》，本公司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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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助 1,077,000.00 元；
1,653,100.00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根据西安市财政局市财函（2016）713 号《西安市财政局西安市环境
保护局关于下达 2016 年度市级环境保护专项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本
公司收到 2015 年工业企业有机废气污染治理项目补助 576,100.00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36,066.81
249,65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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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414,71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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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730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陕西医药控股集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国有法人

46.25%

46,250,000

46,250,000

境外法人

18.75%

18,750,000

18,750,000

境外法人

7.50%

7,500,000

7,500,000

金理事会转持二 国有法人

2.50%

2,500,000

2,500,000

境内自然人

1.12%

1,124,857

其他

0.70%

700,000

其他

0.22%

223,50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15%

146,500

侯金文

境内自然人

0.12%

120,500

团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原石国际有
限公司
比特（香港）投
资有限公司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全国社会保障基
户
薛荷芬
银河金汇证券资
管－平安银行－
银河嘉汇 21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华财富资本－
工商银行－银华
财富资本管理
（北京）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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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荣

境内自然人

0.11%

113,17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薛荷芬

数量

1,124,857

银河金汇证券资管－平安银行－
700,000

银河嘉汇 2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银华财富资本－工商银行－银华

223,500

财富资本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法国兴业银行

146,500

侯金文

120,500

曾荣

113,170

屈凤云

110,069

刘益忠

103,180

贺志政

103,100

屈凤文

1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获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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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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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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幅度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元）

期初数（元）

货币资金

117,039,895.95

54,493,196.61

114.78%

主要是发行股票 2500 万股，收到募集资金。

应收票据

12,727,930.77

28,619,769.34

-55.53%

主要是收到承兑汇票减少。

预付账款

3,527,488.27

5,048,134.86

-30.12%

主要是期初预付的款项已在本期完成结算。

在建工程

22,062,729.05

2,313,681.13

853.58%

主要是采购关键生产设备，尚未验收转固。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134,318.24

-100.00%

主要是子公司股权投资差额已摊销完毕。

长期待摊费用

493,008.97

274,954.07

79.31%

主要是本期子公司对厂房进行改造。

预收账款

1,011,682.75

1,937,145.98

-47.77%

主要是期初的预收账款已在本期实现销售。

应付职工薪酬

1,337,530.89

604,572.12

121.24%

主要是按准则计提的工资薪酬类费用。

应交税费

2,311,956.18

5,677,804.76

-59.28%

主要是应交所得税、增值税减少。

其他应付款

6,193,551.70

3,665,194.29

68.98%

主要是购建固定资产未支付款项。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83,536.00

3,948,477.80

-47.23%

主要是本期偿还了部分贷款。

长期借款

0.00

74,620,734.70

-100.00%

主要是子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项目贷款。

股本

100,000,000.00

75,000,000.00

33.33%

资本公积

148,340,922.48

2,916,394.13

4986.45%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元）

上年同期数 （元）

财务费用

5,803,566.28

8,592,928.60

-32.46%

资产减值损失

796,086.07

1,269,576.01

-37.30%

营业外收入

1,698,405.46

207,823.67

717.23%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元）

上年同期数 （元）

3,021,005.25

693,413.44

335.67%

主要是收到政府补助。

0.00

2,392,190.83

-100.00%

主要是本期未收到股利分配。

361,427.00

17,520.00

1962.94%

主要是处置固定资产收回现金增加。

29,475,669.27

10,291,067.63

186.42%

主要是采购关键生产类设备支付的金额增加。

168,800,000.00

2,000,000.00

8340.00%

主要是发行新股 2500 万股，收到募集资金。

(%)

变动幅度
(%)

变动幅度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
金

主要是发行新股 2500 万股。
主要是发行新股 2500 万股产生的股本溢价。
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是利息支出减少。
主要是账龄较长的应收账款余额减少，且本期回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变动原因说明

款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主要是收政府补助增加。
变动原因说明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而收回的现
金净额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
金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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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9,700,000.00

-

100.00%

主要是收到募集资金中包含的发行费用。

176,672,578.03

122,263,625.73

44.50%

主要是偿还银行贷款。

6,619,887.03

9,461,111.97

-30.03%

主要是贷款减少，支付的利息减少。

6,620,000.00

200,000.00

321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利息所支
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主要是支付发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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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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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股份锁定和减持、稳定公司股价措施及
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的承诺函:一、关于股份锁定和减
持的承诺：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 36 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于股票上市前
已发行的股份。2、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关于股份锁定和减
首次公开
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
作承诺

陕西医药控
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持、稳定公司股价
措施及招股说明书
如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的承诺

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的
尚在承

股票发行价（以下简称“发行价”），或者发
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发行人股票期末（如该日
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上述
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3、

2014 年 04 月
02 日

2016 年 6 月 8 诺履行
日——2019 期，严
年 6 月 8 日 格履
行。

上述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限）届满
后 24 个月内，本公司若减持上述股份，减
持价格将不低于发行价。在锁定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如果减持，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在锁定期满后的
24 个月内，如果减持，减持股份数量累计
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本公司减持
发行人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
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
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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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易日后，本公司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
4、本公司减持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的规定，本公司减持将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竞价交
易或其他方法依法进行。二、关于招股说明
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承诺：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
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依照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投资
者损失。本公司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则本公
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公司的现金分
红予以暂时扣留，直至本公司实际履行上述
承诺义务为止；如因未履行承诺导致发行人
或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予
以赔偿。三、如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发行
人股票收盘价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在发行人启动稳定
股价预案时，本公司将严格按照《西安环球
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稳定公司股价预
案》的要求，履行相关稳定公司股价的义务。
本公司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则本公司将在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
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
因并向发行人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
道歉；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公司通知的拟增
持股份的资金总额相等的现金分红予以暂
时扣留，直至本公司实际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为止；如因未履行承诺导致发行人或投资者
遭受经济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予以赔偿。
本公司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宜所做的全部
承诺，自愿接受监管部门、社会公众及投资
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持股 5%以上股东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

香港原石国
际有限公

关于股份锁定及减

诺函及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董事承诺函：一、

2016 年 6 月 8
关于本公司持有及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承诺：
2014 年 04 月
日——2017
(一)自发行人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
港）投资有 发行人股份的董事
02 日
年6月8日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
限公司、蔡 承诺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
红军
人回购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司、比特（香 持的承诺函及持有

尚在承
诺履行
期，严
格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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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发行的股份；(二)锁定期满后，本公司
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
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人股票走势及
公开信息、实际资金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
择机进行减持；(三)若本公司拟减持发行人
股份，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
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
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
后，本公司可以减持发行人股份。本公司按
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二、关于承诺履行：本公司
将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就本次发行并上
市所做的所有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关、社
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并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本公司如未履行上述股份持有及减持承
诺，则违反承诺减持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
有，本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
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并将自动延长持有全部股份的锁定期 6 个
月。
董监高关于稳定公司股价措施及招股说明
书如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承诺函：一、关于招股说明书如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如发
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
受损失的，本人（指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
任，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具体的赔偿标准、
公司全体董
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关于稳定公司股价 赔偿主体范围、赔偿金额等细节内容待上述
措施及招股说明书 情形实际发生时，以最终确定的赔偿方案为
如有虚假记载、误 准。二、关于稳定股票价格的承诺：本人（指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发行人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
遗漏的承诺

人员）将根据《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尚在承
2014 年 04 月
02 日

诺履行
长期有效

期，严
格履
行。

上市后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相关要求，切
实履行该预案所述职责，以维护发行人股价
稳定、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如本人未履行
上述承诺，则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
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发行人有权将应付本
人的工资、薪酬、补贴等暂时予以扣留，直
至本人完成上述承诺的履行。如因未履行承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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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导致发行人或投资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
人将依法予以赔偿。
控股股东关于公积金相关事项的承诺:作为
控股股东，为支持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
司（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本公司承诺，若发生以下情形时，本公
司将无条件承担相关支付义务以及因此产
生的相关费用，不使发行人因此受到经济损
失：1、因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本承诺
出具之前未执行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导致
相关主管机构要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补缴以前年度住房公积金或对发行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进行处罚；2、因发行人及其控
陕西医药控
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尚在承

股子公司于本承诺出具之前发生的未执行
关于公积金相关事 住房公积金管理制度，导致相关利益主体以 2015 年 07 月
项的承诺

任何方式提出赔偿请求。控股股东关于社会 10 日

诺履行
长期有效

期，严
格履

保险相关事项的承诺:“若将来因相关主管

行。

部门要求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补缴社会
保险或对发行人处以任何罚款,或因相关利
益主体向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提出关于
缴纳社会保险的任何赔偿请求，导致发行人
及其控股子公司需要因此承担任何补偿责
任、罚款或赔偿责任的，导致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需要因此承担任何补偿责任、罚款
或赔偿责任的，本公司将无条件全额承担发
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因此而发生的全部费
用、支出，确保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会
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关于切实履行填补每股收益具体措施的承
诺函：“为保证公司填补每股收益的具体措
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本人作为西安环球印
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特承诺如下：
（一）承诺不

尚在承

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公司全体董 关于切实履行填补 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
事、高级管 每股收益具体措施 益；（二）承诺对本人以及职权范围内其他
理人员

的承诺

董事和高管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必要
的职务消费行为应低于平均水平；（三）承

2016 年 03 月
01 日

诺履行
长期有效

期，严
格履
行。

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
的投资、消费活动；（四）承诺积极推动公
司薪酬制度的完善使之符合摊薄即期收益
填补回报措施的要求，承诺支持公司董事会
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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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若本人为董事
则承诺在董事会上对相关议案投赞成票；
（五）承诺当参与公司制订及推出股权激励
计划的相关决策时，应该使股权激励的行权
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
钩，若本人为董事则承诺在董事会上对相关
议案投赞成票。（六）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行发布摊薄即期
收益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意见及
实施细则后，如果公司相关措施及本人的承
诺与相关规定不符的，本人承诺将立即按照
相关规定作出补充承诺，并积极推进公司制
定新的措施。如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则本
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
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
者道歉；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人的工资、薪酬、
补贴等暂时予以扣留，直至本人完成上述承
诺的履行。如因未履行承诺导致公司或投资
者遭受经济损失的，本人将依法予以赔偿。”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1、本公司目
前没有，将来在作为环球印务股东期间，也
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环球印务及其控股子
公司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不利用控股
股东地位谋求任何不正当利益，进而损害环
球印务或环球印务其他股东的利益。2、本
公司将通过本公司的控制地位以及派出机
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经理），保
证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制的企业或组织履
陕西医药控
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

行与本公司相同的义务。3、若环球印务今
后从事新的业务领域，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
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将不以控股或参股但

在承诺
2013 年 03 月
21 日

履行
长期有效

期，严
格履

拥有实质控制权的方式，从事与环球印务新

行。

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活动。4、如本公司
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或组织出现与环
球印务同业竞争的情形，环球印务有权通过
优先收购或委托经营的方式将该业务集中
到公司经营。如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或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花你去
印务或环球印务其他股东的权益受到损害
的，本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陕西医药控 关于规范与发行人 关于规范与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 2013 年 03 月
股集团有限 关联交易的承诺

联交易的承诺函:“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21 日

长期有效

在承诺
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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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公司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期，严

“本公司”）持有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格履

（以下简称“环球印务”）的 65%股份，本公

行。

司特此承诺：1、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或影
响的企业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环球印务及
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环球印
务及其下属子公司能够通过市场与独立第
三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将由环球印务及其下
属子公司与独立第三方进行。本公司控制或
影响的其他企业将严格避免向环球印务及
其下属子公司拆借、占用环球印务及其下属
子公司资金或采取由环球印务及其下属子
公司代垫款、代偿债务等方式侵占环球印务
资金。2、对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或影响
的企业与环球印务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必
需的一切交易行为，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原
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
公平合理地进行。交易定价有政府定价的，
执行政府定价；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市场
公允价格；没有政府定价且无可参考市场价
格的，按照成本加可比较的合理利润水平确
定成本价执行。3、本公司与环球印务及其
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严格遵守环
球印务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
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在环球印务权力机构
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主动依法履行回
避义务；对须报经有权机构审议的关联交易
事项，在有权机构审议通过后方可执行。4、
本公司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得任何不正
当的利益或使环球印务及其下属子公司承
担任何不正当的义务。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
导致环球印务或其下属子公司损失或利用
关联交易侵占环球印务或其下属子公司利
益的，环球印务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损失由本
公司承担。5、上述承诺在本公司及本公司
控制或影响的企业构成环球印务的关联方
期间持续有效。”
承诺是否
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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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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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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5.00%

至

0.00%

2,613.10

至

3,484.13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484.13

公司主营业务医药纸盒包装目前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盈利能力较为稳定；
公司目前开始涉足电子消费品包装领域，已取得了韩国三星、中兴通讯等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资格，订单量逐步增加；酒类包装及瓦楞纸包装由
于受国家政策及行业低迷且规模化程度较低等原因的影响，利润下降较为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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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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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关于《西安环球印务
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签署页。)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 移 岭
2016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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