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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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姜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段会禄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段会禄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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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9,155,102,731.59 17,757,736,753.65 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039,328,721.04 8,330,937,686.26 8.5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680,092,786.05 -0.15% 9,096,463,260.02 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35,826,533.76 -27.82% 854,197,671.49 -20.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35,080,232.63 -27.26% 853,451,370.36 -16.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805,369,982.82 65.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29.03% 0.56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29.03% 0.56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4% -3.22% 9.77% -6.00%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526,444,587 

注：以上公司总股本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出具的股本结构数据填列。 

公司报告期末至季度报告披露日股本是否因发行新股、增发、配股、股权激励行权、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且影响所有者权益

金额 

√ 是 □ 否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00 0.5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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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24,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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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699.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80,32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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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633,060.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2,464.21  

合计 746,30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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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9,02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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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7% 390,378,334  质押 45,278,334 

姜滨 境内自然人 17.60% 268,600,500 234,885,000   

姜龙 境内自然人 3.29% 50,276,000 42,957,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其他 2.24% 34,250,591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

泰－歌尔"家园 1 号"员工持股

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94% 29,579,5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淡水泉精选 1 期 
其他 1.21% 18,462,34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 深 

其他 1.16% 17,781,465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04% 15,906,441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淡水泉成长基金 1 期 
其他 1.04% 15,810,22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15,786,9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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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390,378,334 人民币普通股 390,378,33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34,250,591 人民币普通股 34,250,591 

姜滨 33,7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33,715,500 

华泰证券资管－浦发银行－华泰－歌

尔"家园 1 号"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9,57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9,579,5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

水泉精选 1 期 
18,462,343 人民币普通股 18,462,34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17,781,465 人民币普通股 17,781,465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15,906,441 人民币普通股 15,906,441 

淡水泉（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淡水泉成长基金 1 期 
15,810,222 人民币普通股 15,810,22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786,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86,9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

淡水泉 
13,652,793 人民币普通股 13,652,79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姜滨、姜龙为兄弟关系；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为姜滨、姜龙控制的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20,378,334 股外，还通过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70,000,000 股，合计持有

390,378,33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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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报告期末可转债总数及前十名债券持有人情况表 

可转债总数（张） 24,996,442 

报告期末可转债持有人总数（户） 2,115 

序号 债券持有人名称 期末持有债券数量（张） 持有比例(%) 

1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1,260,876 5.04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广利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9,920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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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信用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890,470 3.56 

4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838,195 3.35 

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44,235 2.98 

6 全国社保基金二零七组合 692,484 2.77 

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可转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680,000 2.72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加银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642,466 2.57 

9 中融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610,571 2.44 

1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561,900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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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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应收票据期末数为9,232.76万元，比期初数增长47.18%，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客户采用票据支付方式结算货款

额增加，期末公司持有的未到期的票据增加。 

2. 预付款项期末数为16,809.96万元，比期初数增长76.19%，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预付材料款增加，期末原材料

未到货。 

3. 存货期末数为250,731.19万元，比期初数增长55.46%，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经营规模扩大，报告期末存货

储备增加。 

4.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数为24,588.48万元，比期初数增长101.37%，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参股Mobvoi Inc.，投

资金额12,234.40万元。 

5. 在建工程期末数为88,093.06万元，比期初数增长96.93%，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募投项目，基建及待

安装调试设备金额增加。 

6. 应付账款期末数为311,631.03万元，比期初数增长36.13%，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原材料、固定资产采购规

模扩大，报告期末处于信用期内的应付账款增加。 

7.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为12,875.42万元，比期初数减少43.53%，其主要原因是：2014年度公司计提未发放的职工工资和

年度奖金在2015年年初发放，期末应付工资金额减少。 

8. 应交税费期末数为1,884.58万元，比期初数减少74.92%，其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公司应交所得税税额减少。  

9. 应付利息期末数为2,786.64万元，比期初数增加186.58%，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应付债券、长期借款金额

增加，期末计提的应付利息增加。 

10. 应付股利期末数为2,600.35万元，比期初增加2,600.35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进行利润分配，

应付少数股东股利增加。 

11. 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为-2,913.68万元，比期初减少1,881.09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汇率变动幅度大于去年

同期。 

12. 财务费用本期发生数为16,232.22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加94.67%，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公司融资规模同比增

加，利息费用增加。 

13.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数为283.81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加248.83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计提的坏账准备

金额增加。 

14. 投资收益本期发生数为33.63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减少88.48%，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减少。 

15. 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数为1,196.79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减少82.24%，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内，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减少。 

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入净额本期发生数为80,537.00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长65.41%，其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

内，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幅高于“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的增长幅度。 

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流出净额本期发生数为80,864.52万元，比上期发生数增加140,990.97万元，其主要原因是：本

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降低幅度高于“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降低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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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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情况及其影响 

2013年10月，公司启动股权激励计划，报告期内，公司处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可行权期。详情请参考2013年11

月28日公告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修订说明、2014年12月31日公告的《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对象、

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公告》、《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公告》、2015年1月31日公告的《关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2015年2月13日公告的《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

主行权模式的公告》以及2015年6月20日公告的《关于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公告》。 

2015年4月2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家园1号”员工持股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同意实施公司 “家园1号”员工持股计划。2015年6月23日，“家园1号”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

票购买，购买股份29,579,500股，成交金额为984,997,350元，购买均价33.30元/股。 

2015年8月19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家园2号”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2015年9月23日，公司“家园 2 号”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方式完成股票购买，

共计购买公司股票13,021,74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85%，成交金额为 299,955,965.18 元，成交均价约为 23.035 元/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 

    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2）。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姜滨先生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 2015年7月9日起六个月内，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3.14亿元，所需资金由自筹取得。  

    2015年9月28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姜滨先生以资管计划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2,523,259股，成交均价22.12 元/股，成交金额55,787,753.14元(扣除佣金和交易费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因重大对外投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 2015 年 7 月 8

日开市起停牌 

2015 年 07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0） 

本次对外投资为参股标的公司，交易金额为 2,000 

万美元（约合 12,000 万元人民币），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及可转债将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开市起复牌 

2015 年 07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重大事项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65）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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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

股东潍坊歌

尔集团有限

公司、姜滨、

姜龙承诺 

（1）限售承诺姜滨、姜龙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公司股份将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同时若其今后不在公司任

职，在离职后半年内，将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2）目前，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

人）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歌尔声学主营

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未来，为了从根本上避

免和消除与歌尔声学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

本公司（本人）承诺如下：1）本公司（本人）

将不从事与歌尔声学相同或相近的业务，以避

免对歌尔声学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

争；保证将努力促使本公司的其他控股企业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歌尔声学的生

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2）本公司（本

人）及除歌尔声学以外本公司（本人）的其他

控股企业与歌尔声学之间存在有竞争性同类业

务，由此在市场份额、商业机会及资源配置等

方面可能对歌尔声学带来不公平的影响时，本

公司（本人）及其除歌尔声学以外本公司（本

人）的其他控股企业自愿放弃与歌尔声学的业

务竞争。3）本公司（本人）承诺给予歌尔声学

对任何拟出售的资产和业务优先购买的权利，

并将尽最大努力促使有关交易的价格是经公平

合理的及与独立第三者进行正常商业交易的基

础上确定的。4）本公司（本人）将不被限制从

事或继续从事现有的生产业务，特别是为歌尔

声学提供其经营所需相关材料和服务业。自本

承诺函出具日起，本公司（本人）承诺，赔偿

歌尔声学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任何条款而遭受

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支。 

2007 年 10

月 0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不适用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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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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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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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0.00% 至 -1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16,017.18 至 149,164.95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5,738.8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市场增速放缓影响，公司收入增速放缓；

同时公司处于战略转型期，新业务投入增大，相关费用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歌尔泰克有限公司持有安捷利实业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01639）29.46%的股权。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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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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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尔声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姜滨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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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3、报告期末可转债总数及前十名债券持有人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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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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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