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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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艳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董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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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497,578,872.94 1,779,461,172.49 4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0,481,564.84 149,669,158.15 22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4,546,541.73 175,173,403.44 170.9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4,226,751.72 -189,513,042.17 202.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4 0.084 226.1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4 0.084 226.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7% 1.43%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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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59,581,829.53 16,110,681,436.21 1.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905,929,345.68 12,415,447,780.84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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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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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9,42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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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94,708.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847,721.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33,857.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81.92  

合计 15,935,02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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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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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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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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5,37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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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73% 639,065,870 0 
质押 0 

冻结 0 

泰安市国泰民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57% 171,244,857 171,244,857 
质押 66,196,400 

冻结 0 

贾同春 境内自然人 6.80% 121,616,516 121,616,516 
质押 33,180,00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其他 2.59% 46,382,933 0 
质押 0 

冻结 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2,926,698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5% 11,700,711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责任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8% 10,304,458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精选蓝筹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50% 8,999,950 0 

质押 0 

冻结 0 

南方基金公司－建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其他 0.48% 8,526,538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核心竞争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5% 7,999,956 0 

质押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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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639,065,870 人民币普通股 639,065,87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46,382,933 人民币普通股 46,382,93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2,926,698 人民币普通股 12,926,698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11,700,711 人民币普通股 11,700,71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04,458 人民币普通股 10,304,4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精选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8,999,950 人民币普通股 8,999,950 

南方基金公司－建行－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8,526,538 人民币普通股 8,526,53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7,999,956 人民币普通股 7,999,95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886,799 人民币普通股 6,886,79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新视野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6,194,990 人民币普通股 6,194,9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一致行动人；2016 年 7 月 22 日，贾同春及任绪连、薛玉利、曹志强、朱腾

高、吕文洋、张彦修、万广进、任雪、米为民、张建春、朱经华、李作义、

杨正波、钱凯、付廷环、孟兆远、秦庆文、郝奎燕、段振涛、孟繁荣、毕忠、

康志国、王力峰、岳荣亮、黄荣泉、袁传秋、徐福银、张广淼、徐国刚、陈

歆阳、李秀华、刘美、张纪俊、房冬华等 35 名自然人与泰安市和达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及泰安市新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泰安市万吉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泰安市鸿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泰安市浩展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泰安市昌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泰安市锦绣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泰安市兴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泰安市顺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泰安市凡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10 个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贾同春

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

易完成后，共同行使北新建材的股东权利，在北新建材的股东大会中采取一

致行动，为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

股东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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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 

1、应收账款比年初增加205,541,974.98元，增长了211.65％。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实施额度加账期的

年度授信销售政策导致应收账款有所增长。 

2、应收股利比年初增加1,883,932.50元。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参股公司于本期分配2017年股利，但尚未

支付所致。 

3、其他应收款比年初增加51,522,427.77元，增长了44.97%。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子公司本期应收的

增值税返还款、保证金增加所致。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比年初减少182,581,025.50元。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2017年修

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将原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金融工具重分类至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5、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311,392,611.40元，增长了34.61%。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在建生产线投入增加，导

致在建工程有所增长。 

6、应付账款比年初增加241,106,117.76元，增长了33.23%。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子公司应付采购款增

加所致。 

7、预收款项比年初减少46,604,438.59元，降低了35.46%。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预收商品销售款减少所致。 

8、应付利息比年初减少18,815,125.41元，降低了43.84%。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子公司按年度支付利

息的公司债券于本期支付利息所致。        

9、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减少500,000,000.00元，降低了86.22%。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子公

司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的应付债券于本期到期偿还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 

1、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718,117,700.45元，增长了40.36%。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主产品销量增加、销

售单价上升，导致产品销售收入增长。 

2、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12,048,854.24元，增长了44.53%。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应交增值税

增加，计提的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相应增加所致。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6,952,246.63元，增长了132.59%。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将到期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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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品收益结转至投资收益的金额同比减少所致。 

4、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4,344,939.44元，增长了99.44%。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确认的非流动

资产处置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5、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9,834,839.32元，增长了205.92%。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确认的政府补

助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7,987,850.28元，降低了46.49%。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本期

发生的美国石膏板事项律师费等费用减少所致。 

7、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49,396,309.61元，增长了214.08%。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利润总额增加，导

致所得税费用有所增长。 

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加340,812,406.69元，增长了227.71%。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公司主产品销量增加及单价上升，销售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化的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83,739,793.89元，增长了202.49%。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一

是公司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收入增加，销售回款相应增加；二是公司

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但增加金额小于销售回款增加的金额。以上原因导致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410,987,805.91元，降低了2726.25%。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公

司本期借款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3、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比上年同期减少159,463.08元，降低了83.25%。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汇

率变动所致。 

（四）主要财务指标大幅变化的原因 

1、基本每股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0.190元/股，增长了226.19%。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主产品销售量增

加及单价上升，导致销售利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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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9年起，美国多家房屋业主、房屋建筑公司等针对包括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新建

材）、泰山石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石膏）在内的至少数十家中国石膏板生产商在内的多家企业提起多起

诉讼，以石膏板存在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赔偿其宣称因石膏板质量问题产生的各种损失。 

自2010年开始，北新建材聘请了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就美国石膏板诉讼有关问题提供法律咨询服务。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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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虑到诉讼的进展情况，北新建材聘请了境内外律师事务所在石膏板诉讼案件中代表北新建材应诉并进行抗

辩，以维护北新建材的自身权益。 

自2010年开始，泰山石膏聘请了美国知名律师事务所代表泰山石膏应诉。在泰山石膏应诉之前，美国路易

斯安那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以下简称美国地区法院）已就Germano案件对泰山石膏作出缺席判决，判决泰山石

膏向七处物业的业主赔偿2,758,356.52美元及自2010年5月起计算的利息。2014年7月美国地区法院判定泰山石

膏藐视法庭，判令泰山石膏支付原告代理律师1.5万美元的律师费，判令泰山石膏支付4万美元作为藐视法庭行

为的罚款，并判令泰山石膏以及泰山石膏的任何关联方或子公司被禁止在美国进行任何商业活动直到或除非泰

山石膏参加本审判程序，如果泰山石膏违反禁止令，必须支付其自身或其违反本判令的关联方违反行为当年盈

利的25%作为进一步的罚款。由于只有在撤销藐视法庭判令后泰山石膏方可应诉并进行抗辩，因此，泰山石膏于

2015年3月向美国地区法院支付了4万美元，并支付了1.5万美元的律师费；由于导致美国地区法院作出藐视法庭

判令的原因为泰山石膏没有参加Germano案缺席判决后的债务人审查会议，因此，泰山石膏于2015年3月支付了

Germano案的缺席判决金额2,758,356.52美元及自2010年5月起计算的利息。另外，美国弗吉尼亚州巡回法院已

就Dragas案件对泰山石膏作出缺席判决，判决泰山石膏赔偿4,009,892.43美元和判决前利息96,806.57美元，及

自2013年6月计算的利息。泰山石膏与Dragas就此案达成和解，向其支付了400万美元和解费用，此案件已终结。

泰山石膏申明，其同意支付前述款项并不代表泰山石膏认可上述案件的缺席判决内容，采取该等措施仅是为了

申请撤销/避免藐视法庭判令并在撤销藐视法庭判令后参与石膏板诉讼案件的应诉及进行抗辩。 

北新建材获知，由于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在诉讼中持续的积极抗辩，在多区合并诉讼案件中，原告指导委

员会已向法院递交文书将其集团维修索赔金额降至约3.5亿美元。此外，原告指导委员会已提起动议主动请求撤

销未决的多区合并诉讼中大量个人原告的索赔，原因是原告指导委员会称证据无法显示这些个人原告的家中安

装了泰山石膏生产的石膏板。 

北新建材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建材集团）的通知，美国地区法院于美国时间2016年3月9日签发了一项判令，驳回了原告方针对中国建材集

团的起诉。 

在上述多区合并诉讼之外的独立案件Lennar案中（美国佛罗里达州房屋开发商Lennar Homes, LLC和U.S. 

Home Corporation（以下简称Lennar）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第十一巡回法院针对包括北新建材、泰

山石膏等多家中国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提起的诉讼），经过多轮谈判，综合考虑Lennar案的诉讼成本及其对美

国石膏板多区合并诉讼的影响等因素，北新建材、泰山石膏于2017年6月分别与Lennar达成了和解。其中，北新

建材向Lennar支付50万美元以达成全面和解，泰山石膏向Lennar支付600万美元以达成全面和解。Lennar在收到

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支付的全部和解款项后申请撤回其针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提出的全部索赔和全部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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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和解协议约定，该和解协议的签署仅为避免或减少因诉讼而产生的费用和支出，不得解释为北新建材和泰

山石膏的石膏板产品有质量缺陷，也不得解释为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承认在Lennar案中应承担法律责任。2017

年7月，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分别向Lennar支付了全部和解费用。Lennar针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的案件已经终

结。 

在多区合并诉讼之外的独立案件Meritage案中（美国佛罗里达州房屋开发商Meritage Homes of Florida, 

Inc.（以下简称Meritage）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李县第二十司法巡回法院针对北新建材、泰山石膏及泰山石膏全

资子公司泰安市泰山纸面石膏板有限公司（以下合称泰山）提起诉讼），经过多轮谈判，综合考虑Meritage案

的诉讼成本及其对美国石膏板多区合并诉讼的影响等因素，北新建材、泰山于2018年3月共同与Meritage达成了

和解。泰山将向Meritage支付138万美元以达成全面和解，Meritage在收到全部和解款项后申请撤回其针对北新

建材和泰山提出的全部索赔和全部指控。前述和解协议约定，该和解协议的签署仅为避免或减少因诉讼而产生

的费用和支出，不得解释为北新建材和泰山的石膏板产品有质量缺陷，也不得解释为北新建材和泰山承认在

Meritage案中应承担法律责任。2018年3月，泰山向Meritage支付了全部和解费用。Meritage针对北新建材和泰

山的案件已经终结。 

美国石膏板诉讼案目前仍在进行当中，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尚无法确认案件涉及的原告和物业的数量，也

难以准确预测任何将来可能的判决结果。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已经聘请境内外律师就该案件的应诉策略以及对

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的影响进行研究和评估，目前尚无法准确预估该案件可能对北新建材和泰山石膏造成的经

济损失以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报告期内，北新建材就上述美国石膏板诉讼事项发生的律师费等各项费用合计1,771,339.68元人民币；泰

山石膏就上述美国石膏板诉讼事项发生的律师费等各项费用合计18,627,310.03元人民币。北新建材及泰山石膏

报告期发生前述费用占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4.16%。截至2018年3月31日，北新建材与泰山石膏就上述

美国石膏板诉讼事项发生的律师费等各项费用合计5.10亿元人民币。北新建材及泰山石膏将持续高度重视，密

切关注此事的发展，本着对投资者、消费者和行业负责任的态度，审慎应对和处理。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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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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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公司董事及

高级管理人

员 

其他承诺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

能够得到切实履行的承诺。公司的全体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1.本人承诺忠实、勤勉地履行职

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2.本人承诺不无

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

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3.本人承诺对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4.本人承诺

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

活动。5.本人承诺在自身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

公司董事会或者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

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

权）。6.如果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本人承诺在自身职

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拟公布的股权激励行

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并对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

有表决权）。7.本人承诺，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

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

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本人承

诺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作出承诺。作为填补

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

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指定或发布

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

管理措施。 

2016 年 4 月 5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泰安市国泰

民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贾同春及其

一致行动人 

股份限售

承诺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以

任何方式转让。限售期内，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如

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

份，亦遵照上述锁定期进行锁定。 

2016 年 11 月 15 日 
2019 年 11

月 15 日 

承诺履

行中 

泰安市国泰

民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贾同春及其

一致行动人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

承诺将不会从事与上市公司已有的石膏板、轻钢龙骨

主营业务发生竞争的业务。除上市公司外，本公司/本

合伙企业/本人不存在、今后亦不会通过其他企业在任

何地方和以任何方式从事对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上述已有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如果本公

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将来出现所投资的全资、控股企业

从事的业务与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上述已有的主营业

务构成竞争的情况，则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将以停

止经营相关竞争业务的方式，或者将相关竞争业务转

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2.关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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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与上市

公司之间不存在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本公司/本合伙

企业/本人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本合伙企业

/本人及下属企业控制的企业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上市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

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

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上市规则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上市公司章程的

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

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

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

务。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

转移上市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非

关联股东的利益。 

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 

其他承诺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保证做到北新建材

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

务独立，具体如下：（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1、

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在上市公司领取薪酬，不

会在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兼任除董事外的其他任何职

务，继续保持上市公司人员的独立性；2、保证上市公

司具有完整的独立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等体系

独立于承诺人；3、保证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

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

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

任免决定。（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1、保

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

完整的资产；2、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承

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形。（三）保证

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

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立的财

务会计制度；2、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不与

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3、保证上市公

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兼职；4、保

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5、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

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

健全的股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

织机构；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

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独立行使职权。（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1、保

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

质和能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2、

2015 年 10 月 13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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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

的业务活动进行干预；3、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

其他企业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

务；4、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

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

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

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泰安市国泰

民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贾同春及其

一致行动人 

其他承诺 

一、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本公司/本合伙企

业/本人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保证上市公司在人

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方面继续与本公司/本合

伙企业/本人及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控制的其他企

业完全分开，保持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

务和机构方面的独立。二、关于目标资产权属的承诺:

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已履行了标的公司《公司章

程》规定的全额出资义务；本公司对标的公司股权拥

有有效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权；本公司/本合伙

企业/本人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存在质押、抵押、

其他担保或第三方权益或限制情形，也不存在法院或

其他有权机关冻结、查封、拍卖本公司/本合伙企业/

本人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之情形；本公司/本合伙企业/

本人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

权属纠纷，亦不存在其他法律纠纷，过户或者转移不

存在法律障碍。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以上声

明无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 

2015 年 10 月 13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公司及全体

董事 
其他承诺 

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承诺:本公司

及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申请文件及提

供材料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016 年 4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泰安市国泰

民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贾同春及其

一致行动人 

其他承诺 

关于标的公司未取得权证的土地、房产相关承诺: 积极

协调配合泰山石膏及其下属子公司未获登记发证的土

地、房产的权证办理事宜，确保该事项不会影响泰山

石膏及其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如未来泰山石膏

及其下属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因该等权属瑕疵导致

影响泰山石膏及其下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而遭受任

何经济损失（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相关公司因此遭受

政府部门的罚款、滞纳金等以及因该等需解决并完善

相关土地房产问题而使相关公司不能正常生产经营而

遭受的损失等），在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依法确

定该等事项造成相关公司的实际损失后 30 日内，泰山

石膏少数股东需按照其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在泰山

石膏的持股比例给予泰山石膏以足额赔偿。 

2016 年 7 月 21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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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国泰

民安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贾同春及其

一致行动人 

其他承诺 

1.关于提供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承诺:本公

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将及时向北新建材提供本次交易

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如因提供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遗漏，给北新建材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承

担法律责任。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保证向参与本次

交易事宜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

和完整，保证所提供的全部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遗漏；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均为真实、准确、

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

与其原始资料或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

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

漏；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

明、确认及承诺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遗漏。本公司/本合伙企

业/本人同意对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所提供信息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公司/本合

伙企业/本人承诺承担因提供信息和承诺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导致本次交易各方或/及其聘任

的中介机构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如本次交易因涉嫌

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本公司/本合伙企业/

本人及关联方不转让在北新建材拥有权益的股份。2.

关于被立案侦查（调查）期间股份锁定的承诺:本公司/

本合伙企业/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

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2016 年 4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北新建材 其他承诺 

关于北新建材合法性的承诺:公司不存在下列情形：1、

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的情形；2、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严

重损害且尚未消除；3、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

供担保且尚未解除；4、最近 36 个月内未经法定机关

核准、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证券，或者有关违

法行为虽然发生在 36个月前，但目前仍处于持续状态；

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保、海关以

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

最近 36 个月内曾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发行申请，且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5、最近一年及

一期财务报表被注册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否定意见

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6、最近三年内存在损害

2015 年 10 月 13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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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7、

最近三年内存在被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8、严重损害投资者合

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情形。 

北新建材 其他承诺 

关于任职资格的承诺: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且不存在下

列情形：1、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尚在

禁入期；2、最近 36 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 12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3、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 

2015 年 10 月 13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北新建材; 公

司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

人员 

其他承诺 

关于被立案侦查（调查）期间股份锁定的承诺:本公司/

本合伙企业/本人承诺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

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2016 年 4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北新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在本公司成立后，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

业与本公司之间将不会发生同业竞争问题。 
1997 年 6 月 6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中国建材股

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

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1、避免同业竞争：（1）中国建材及其附属公司目前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北新建材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主

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2）

中国建材及其附属公司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

与北新建材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

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3）中国建材及其附属公

司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北新建材及其

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将立即

通知北新建材，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北新建材。2、

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中国建材将尽量减少和避免与

北新建材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

避的关联交易时，继续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

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北新建材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中国建材和北

新建材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

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

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2014 年 7 月 4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中国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 

关于同业

竞争、关

1、避免同业竞争：（1）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目

前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北新建材及其控股子公司
2014 年 7 月 4 日 长期有效 

承诺履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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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

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

诺 

的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

务；（2）中国建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将来也不直接或

间接从事任何与北新建材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有

实质性竞争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3）中国建

材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从任何第三者获得的任何商业机

会与北新建材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

有竞争的，将立即通知北新建材，并尽力将该商业机

会给予北新建材。2、减少和避免关联交易：中国建材

集团将尽量减少和避免与北新建材之间的关联交易。

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继续按市

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北新建材及其他股东的

合法权益。中国建材集团和北新建材就相互间关联事

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

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

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

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应当详

细说明未完成履

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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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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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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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 年 1 月 2 日— 

2018 年 3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发展战略和基本情况 

2018 年 1 月 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发展战略和基本情况、提供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2018 年 1 月 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发展战略和基本情况、提供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2018 年 1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发展战略和基本情况、提供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2018 年 1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发展战略和基本情况、提供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2018 年 1 月 2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发展战略和基本情况、提供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2018 年 1 月 2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发展战略和基本情况、提供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2018 年 1 月 3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发展战略和基本情况、提供公司已披露的定期报告等公开资料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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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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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兵 

                                                         2018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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