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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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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永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涛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33,415,649,625.36

25,174,392,377.67

32.74

8,059,413,086.55

6,247,329,261.72

29.01

东的净资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 月）

（1-9 月）

473,249,482.13

179,562,264.76

金流量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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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1-9 月）

（1-9 月）

（%）

2,867,518,580.21

2,848,941,180.32

0.65

243,690,121.52

220,579,564.97

10.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55,375,805.42

208,520,816.83

-25.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3.41

3.66

减少 0.25 个百分点

0.1011

0.1003

0.84

0.1011

0.1003

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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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本期金额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说

（7－9 月）

（1-9 月）

明

-175,287.72

77,275,370.34

6,227,721.56

10,567,107.40

-59,430,592.01

10,187,198.45

4,323,812.68

10,821,427.68

7,718,135.35

5,650,864.45

所得税影响额

-3,545,625.01

-25,113,621.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27,074.45

-1,074,030.92

-46,108,909.60

88,314,316.10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
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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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
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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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41,76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全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股东性质

数量

量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309,291,709

54.32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2,069,805

2.99

未知

其他

国联安基金－工商银行－华融

49,750,000

2.06

49,750,000

信托－华融·海西晟乾 3 号权益

其他
未知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1,074,127

1.70

33,250,000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民商 1

33,250,000

1.38

33,2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8,000,243

0.7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517,578

0.64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未知

其他
其他

未知
未知

其他
其他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

未知

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385,500

0.64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309,148

0.64

未知

其他

财通基金－兴业银行－富春定

14,864,615

0.62

14,864,615

增 178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1,309,291,709

人民币普通股

1,309,291,70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72,069,805

人民币普通股

72,069,80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8,000,243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24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517,578

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

15,517,578
人民币普通股

级证券投资基金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385,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385,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309,148

人民币普通股

15,309,1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1,003,247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

11,003,247
人民币普通股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博时精选股票

8,999,701

证券投资基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8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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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7,104,351

嘉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

7,104,351
人民币普通股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的说明
注：公司控股股东于 2015 年 7 月 8 日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首创华星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首创华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并拟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之前以自身或其下属子公司（不
包括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继续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即不超过 120,515,353 股（含已增持股份），增持后首创集团持有公司股权比例拟不高于
59.32%，增持价格拟不高于 9.77 元/股，增持资金总额不高于 1,177,434,998 元，详见公司临
2015-079 公告。截止到本次定期报告公告日，首创华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7,099,158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295%，增持后，首创集团及首创华星合并持有公司股份 1,316,390,867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54.615%。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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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5.9.30

2014.12.31

变动额

变动比

变动主要原因
主要是本公司本期增

货币资金

发及本公司之子公司
5,127,310,221.77

3,228,351,620.73

1,898,958,601.04

58.82%

首创香港之子公司首
创环境本期供股所致
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

以公允价值计量

司首创香港本期以公

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139,646,693.99

88,266,304.29

51,380,389.70

58.21%

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增
加所致

应收帐款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1,143,159,698.90

833,123,392.21

310,036,306.69

37.21%

影响所致
本公司收到应收权益

应收利息

2,131,800.00

-2,131,800.00

-100.00%

法核算公司委贷利息
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34,115,705.90

54,128,308.43

-20,012,602.53

-36.97%

影响所致
主要是本公司对权益

其他流动资产

258,030,850.69

184,013,980.92

74,016,869.77

40.22%

法核算公司委贷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1,005,633,174.63

708,396,256.90

297,236,917.73

41.96%

影响所致
主要是本公司本期新

无形资产

8,962,478,845.54

6,846,000,789.86

2,116,478,055.68

30.92%

收购下属公司带入资
产所致

开发支出

本公司之子公司研发
5,445,681.61

2,808,509.13

2,637,172.48

93.90%

793,300,406.53

325,683,332.52

467,617,074.01

143.58%

支出增加所致
本公司之子公司首创

商誉

香港新增合并子公司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53,360,630.61

38,639,8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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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
其他非流动资产

司首创香港支付新西
1,942,645,321.00

201,368,959.73

1,741,276,361.27

864.72%

兰项目投资款 16 亿
元所致
本公司之子公司苏州

应付票据

23,408,488.62

4,640,274.87

18,768,213.75

404.46%

嘉净本期应付票据增
加所致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

预收账款

1,215,532,676.33

927,152,844.17

288,379,832.16

31.10%

应交税费

109,428,161.45

186,138,437.69

-76,710,276.24

-41.21%

应付利息

117,422,100.61

87,444,180.24

29,977,920.37

34.28%

预收工程款增加所致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
支付所得税所致
本公司及子公司共同
影响所致
本公司本期发行超短

其他流动负债

1,000,000,000.00

长期借款

7,688,248,249.97

1,000,000,000.00

融资券 10 亿元所致
本公司及子公司本期

4,630,345,650.41

3,057,902,599.56

66.04%

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

长期应付款

616,213,394.35

150,274,013.12

465,939,381.23

310.06%

应付融资租赁款增加
所致
本公司之子公司本期

长期应付职工薪
232,464.79

酬

5,397,565.24

-5,165,100.45

-95.69%

支付长期应付职工薪
酬所致
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

递延所得税负债

65,415,166.63

30,205,337.14

35,209,829.49

116.57%

司首创香港合并新收
购子公司带入所致
本公司本期增发股本

资本公积

3,351,741,963.02

1,565,567,773.79

1,786,174,189.23

114.09%

溢价 18 亿元所致
本公司之子公司外币

其他综合收益

16,358,914.33

82,900,402.95

-66,541,488.62

-80.27%

报表折算差额减少所
致
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

少数股东权益

司首创香港之子公司
2,498,987,339.28

1,553,922,157.68

945,065,181.60

60.82%

首创环境本期供股所
致

2.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额

变动比

变动主要原因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营业税金及附加

47,994,026.39

34,866,705.44

13,127,320.95

37.65%

资产减值损失

-2,577,791.90

537,993.84

-3,115,785.74

-579.15%

影响所致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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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子公司首创
公允价值变动收

香港本期交易性金融
7,249,947.28

益

23,618,613.69

-16,368,666.41

-69.30%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
致

投资收益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127,825,690.38

66,494,203.16

61,331,487.22

92.24%

影响所致
主要是本公司之子公

营业外支出

13,689,285.38

86,684,994.48

-72,995,709.10

-84.21%

司本期固定资产报废
支出减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

本公司之子公司共同
23,130,652.88

63,721,991.30

-40,591,338.42

-63.70%

影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原因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额

变动比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主要是本期销售商
473,249,482.13

179,562,264.76

293,687,217.37

163.56%

量净额

主要是本期投资支
-4,874,376,007.21

-731,440,984.12

-4,142,935,023.09

-566.41%

量净额
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主要是本期吸收投

6,321,110,948.25

1,033,173,216.33

5,287,937,731.92

量净额

3.2

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变动主要原因

511.82%

资所收到的现金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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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刘晓光先生因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
司董事长职务及专门委员会所任职务；俞昌建先生因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董
事、总经理职务；常维柯先生因已达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职务。经董事会审
议，由王灏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同时王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王灏先生成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永政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5 日完成工商变更，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00231088J。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收购
新加坡ECO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te Ltd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全资
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收购ECO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te Ltd股权，
交易总价款不超过24,600万新加坡元，其中包括以22,656.50万新加坡元收购由Bonland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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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96.1%股权，以及支付原股东借款1,024万新加坡元；在六个月内，如ECO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te Ltd的股权激励机制参与者提出出售其拥有的不超过3.9%股权，
再以不超过919.50万新加坡元收购由其持有的不超过剩余3.9%的股权。截至披露日，本项目已通
过了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首创香港已完成ECO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Pte Ltd
公司100%的股权收购，并完成了付款及股权交割。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成都邦洁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和下属全资子公司四川首创环境投资有限公司共同
收购由成都龙祥投资实业有限公司、赵雪林持有的成都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股权，收
购价款共计145.9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116.72万元人民币，收购其80%股权，四川首创环境
投资有限公司出资29.18万元人民币，收购其20%股权。在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和四川首创环境
投资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对成都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共计2,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
后持股比例不变，成都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4,000万元人民币；截至披露日，
成都邦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完成增加注册资本金和工商变更手续。
4.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收购
沧州海水淡化（香港）有限公司8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
司以不高于8美元对价收购由阿科凌全球有限公司持有的沧州海水淡化（香港）有限公司80%股权。
收购完成后，双方共同对沧州海水淡化（香港）有限公司进行同比例增资，使得沧州海水淡化（香
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2,800万元人民币（或等额美元），其中首创（香港）有限公司增资
金额约为10,240万元人民币（对应1,707万美元）。
5.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广东省揭阳市区污
水处理厂扩建工程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广东省揭阳市区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厂区二期）
建设项目和东山压力管建设项目，项目总规模为12万吨/日，其中一期6万吨/日托管运营，二期扩
建6万吨/日；特许经营期：25年（不含建设期），项目总投资不超过14,377万元；公司将设立全
资子公司揭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注册资本4,320万元人民币；
截至披露日，揭阳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6.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山西省运城市中心
城区供水及污水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山西省运城市中心城区供水及污水项目，本项目包
括：供水项目规模共计6万吨/日，其中现有4万吨/日和改扩建工程中政府方负责的部分工程采用
TOT（资产经营权益转让）模式，新增2万吨/日和改扩建工程中公司负责的部分工程采用BOO（建
设-拥有-经营）模式，污水项目规模14万吨/日，采用TOT（资产经营权益转让）模式，中水项目
规模5万吨/日，采用委托运营模式，预计总投资44,155万元；特许经营期30年（自正式商业运营
日起）；公司将设立全资子公司运城首创水务有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注册资
本17,500万元人民币；截至披露日，运城首创水务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7.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首创博桑环境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之
控股子公司北京首创博桑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合资公司北京首创污泥处置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5,100万元人民币，持
有其51%股权，北京首创博桑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4,900万元人民币，持有其49%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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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广东省茂名市水
东湾城区引罗供水工程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广东省茂名市水东湾城区引罗供水工程 PPP
项目；项目内容包括特许经营范围内的引水工程、制水厂建设、输水工程、供水业务，其中制水
厂设计日均规模 24.3 万吨/日；
项目特许经营期为 30 年（不包括建设期）
；
总投资不超过 115,368.78
万元，公司将设立全资子公司茂名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注册
资本 32,726 万元人民币。截至披露日，茂名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9.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首创爱华（天津）
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15%股权并增资的议案》，同意首创（香港）有限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1,328
万元收购俪盈有限公司持有的首创爱华（天津）市政环境工程有限公司15%的股权，收购完成后，
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持有90%股权。上述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单方对首创爱华(天津)市政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增资15,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公司合并持有其96.29%的股权。截止披露日，
审计、评估已完成，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的股权收购价格为1,328万元，已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10.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水
务环保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水务环保项目，项目总规模5.174万吨/
日，总投资不超过22,059.52万元，同意公司与屏山县宜江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屏
山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合资公司注册资本8,823.70万元人
民币，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7,058.96万元，屏山县宜江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经审计评估后等
值1,764.74万元的水务资产出资，公司与屏山县宜江水务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比例为80%:20%。
1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设立北京水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120 万元人民币参与发起设立北京水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持有其 4%股权。截至披露日，北京水务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1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发起设立首都
水环境治理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北京)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参与发起
设立首都水环境治理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北京)基金，基金一期目标规模为 10 亿元人民币，公司
持有其 5%份额。
1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3.5亿
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由6.5亿元人民币变更为10亿元人
民币，公司仍持有其100%股权。
14.公司 201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内
保外贷的议案》，同意首创（香港）有限公司采用内保外贷的方式进行融资，融资金额为 1 亿美
元，期限一年；由公司向德意志银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15.公司 2015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提供内
保外贷的议案》，同意首创（香港）有限公司采用内保外贷的方式进行融资，融资金额为 0.8 亿
美元，期限一年；由公司向德意志银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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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公司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的规模为20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为3+N或5+N，不设具体期限
限制；发行利率按照市场情况确定；本次主承销商拟建议聘请工商银行做为主承销商，民生银行
作为联席主承销商；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优化债务结构、置换贷款、项目投资、补充营运资金等；
本次拟发行长期限含权中期票据决议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24个月。经中国银行
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准，同意接受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20亿元人民币。详见公司
公告临2015-110号。
17.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
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暂时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的、有保
本约定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18.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常德首创水务有限
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桃源县首创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3 日与湖南省常德市桃
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桃源县城第二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获取桃源县城第二污水
处理厂 BOT 项目，项目总规模 2 万吨/日，一期规模 1 万吨/日，特许经营期限为 30 年，总投资为
5,300 万元。
19.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2015年9月30日与湖南湘阴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签订《湘阴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厂区BOT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获得湘阴县第二污水处理
厂厂区BOT项目，项目近期规模2万吨/日，远期规模6万吨/日，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含项目建设
期），项目总投资5,300万元；湖南首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湘阴首创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负责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及运营，注册资本2,120万元人民币，截至披露日，湘阴首创水务
有限责任公司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20.报告期内，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司之下属控股子公司首创环境控股有限
公司之下属控股公司贵州瓮安县科林环保有限公司根据《瓮安县人民政府关于研究生活垃圾填埋
场投入商业运营事宜的会议纪要》(瓮府专议[2015]124号)调整垃圾补贴价格,新价格自2015年7月
2日起执行。
21.报告期内，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司之下属全资子公司美利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之下属控股公司新乡市中源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名称变更，更名为“新
乡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22. 201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首创（香港）有限公司收购新西兰 BCG NZ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 公司 65%股权交易及工商变更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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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与股改相关的承诺：
①首创集团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未来将不从事与首创股份产生同业竞争的水务业务；
②支持首创股份通过向激励对象发行股份来建立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
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5%。
以上第②承诺事项，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要求，首创集团于2014年6月25日重新
出具承诺，内容如下：“支持首创股份通过向激励对象发行股份来建立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
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5%，本承诺自出具之日起3年内有效。”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切实履行相关承诺。
2、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再融资相关的承诺：
①首创集团承诺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合资、合作或联营）参
与或进行任何与首创股份所从事的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活动。本公
司将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遵守上述承诺；
②首创集团及首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的酒店业务、土地一级开发业务及收费公路业务，
与首创股份从事的前述同类业务不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
③如出现首创集团或首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与首创股份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情形
时，应首创股份要求，首创集团即将首创集团及首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与首创股份存在实质
性同业竞争业务的企业中的全部出资、股权/股份予以出让，以消除实质性同业竞争情形；
④如出现因首创集团或首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首创股份的利益受到损
害时，首创集团及首创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⑤首创集团不会利用在首创股份的控制地位及控制关系，进行任何损害、侵占首创股份及首
创股份其他股东正当利益的行为。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切实履行相关承诺。
3、本公司其他承诺：
公司现有业务中，土地二级开发业务与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
公司承诺将待相关政策允许时，结合市场情况，在三至五年内逐步解决现存的同业竞争问题。
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切实履行相关承诺。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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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法定代表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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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王灏
2015-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