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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股东苏州纪源科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纪源科星” ）持有

公司股份7,113,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8%。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前各股东已持有的股份，该股份自2018年3月14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18年4月14日、2018年4月15日、2018年9月19日在

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分别披露了《中持股份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中持股份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补充更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8）、《中持股份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补充更正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3）。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纪源科星未通过任何形式减持公司股票。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纪源科星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区间已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纪源科星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7,113,750 6.88% IPO前取得：7,113,75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纪源科星 0 0%

2018/4/18～

2018/10/12

集中竞

价交易、

大宗交

易

0－0 0

未完成：2,

066,720股

7,113,750 6.8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三)

(一)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鉴于市场情况等因素，纪源科星在减持计划区间内，未减持公司股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10/15

证券代码：603678� � �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18-068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罗森鹤持有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0,160,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4%。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18年10月15日，公司收到股东罗森鹤发来的减持股份结果

通知函。减持期间，罗森鹤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763,000股，截至本公告日，罗

森鹤持有公司股份8,397,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55%。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罗森鹤 5%以下股东 10,160,947 2.24% 司法划转取得：10,160,947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罗森鹤 1,763,000 0.389%

2018/4/13

～

2018/10/1

0

集中竞价交

易

27－29 51,053,708.66

未完成：7,237,

000股

8,397,947 1.85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10/16

证券代码：603678� � �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18-069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2018年9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年10月8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股份的预案》等议案，并于2018年10月13日披露了《火炬电子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018年10月15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现根据规定将本次回购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数量337,100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0.074%。成交的最低价格为16.13元/股，最高价格为16.49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5,506,535.21

元，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业务指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555� � � �证券简称：贵人鸟 公告编号：2018-064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0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泗水道629号翔安商务大厦18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9,893,3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

上董事推举，现场会议由董事林清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及召集人

和主持人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4人，董事林天福、林思萍、周世勇、程杭、林涛、王奋及赵廉慧因

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黄惠泉、庄黎明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洪再春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或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9,892,373 99.9997 1,000 0.0003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

止或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277,373 99.6407 1,000 0.359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上述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需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

情形。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开广、徐昆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A股简称：招商银行 A股代码：600036� � � �公告编号：2018-04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审议情况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A股类别

股东会议及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境外优先股

方案的议案》，同意授权本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李建红董事、田惠宇董事、孙月英

董事、李浩董事、洪小源董事中的任意两位非关联董事共同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与原

则下， 自本次境外优先股发行完成之日起， 全权办理宣派和支付全部优先股股息等相关事

宜。2018年8月20日，李浩董事和洪小源董事共同签署《关于全额派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0亿美元境外优先股首个计息年度股息的决定》，同意本次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二、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2017年10月25日（含该日）至2018年10月25日（不含该日）。

2.股权登记日：2018年10月24日。

3.股息派发日：2018年10月25日。

4.股息率：境外优先股的年股息率为4.40%（不含税，即4.40%为优先股股东实际取得的股

息率）。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公司在向境外非居民企业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时，需按10%的

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根据境外优先股条款约定，相关税费由本公司承担。

5.发放对象：截至2018年10月24日相关清算系统的营业时间结束时，在作为境外优先股

股票登记处的纽约梅隆银行卢森堡分行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

Luxembourg� Branch）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境外优先股股东。

6.派息金额：本公司境外优先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0亿美元，按照4.40%的税后年股息率和

10%的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本次境外优先股股息总额为48,888,888.89美元，其中向

境外优先股股东实际支付44,000,000.00美元，代扣代缴所得税4,888,888.89美元。

三、境外优先股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本公司将指示付款代理人纽约梅隆银行伦敦分行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London� Branch，以下简称纽约梅隆伦敦分行），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优先股股东名册的本公

司境外优先股股东支付境外优先股的股息。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是于股权登记日唯一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境外优先股股东。 本公司通过纽约梅隆伦敦

分行向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支付股息后，应被视为已经履

行本公司就境外优先股支付股息的义务。 如果最终投资者就有关股息在进入清算系统后向

最终投资者的后续转付有任何疑问，最终投资者应向其各自的存管机构或中介机构查询。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2018年 10月 16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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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富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0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富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富诚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386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7年3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博时富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富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10月9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0125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币

元）

956,214.60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本次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

基金份额）

0.0190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18年度的第9次分红

注：本基金每10份基金份额发放红利0.0190元人民币。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8年10月18日

除息日 2018年10月1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8年10月22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2018年10月18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2018年10月19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2018年10月22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2002]12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及财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

政策的通知》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利润，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

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

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2018年10月18日）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到销售网点或通过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

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4）若投资者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并在2018年10月18日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其账户余

额（包括红利再投资份额）低于10份时，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分红收益，并与赎回款一起以现

金形式支付。

（5）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http://www.bosera.com）或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费）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

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调整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发

[2017]第13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

发[2013]�第13号)的有关规定，经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托管银行协商

一致，决定于2018年10月15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美的集团"（股票代码000333）采用"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并采用中基协AMAC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在"美的集团"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博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0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外服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130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博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8年10月16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10月16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0月16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5年12月26日发布的《博时外服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自2015年12月28日起，本基金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

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00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

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1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自2018年10月16日起，本基金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限制，单日每

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调整为不超过1000万元；如单日每个基

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3）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除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和定期定额投资外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 如有疑问， 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boser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0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兴荣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428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博时兴荣货币市场

基金招募说明书》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8年10月16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8年10月16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8年10月16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单位：元） 1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17年2月25日发布的《博时兴荣货币市场基金暂停大额申购、

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自2017年2月28日起，本基金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应不超过1万元。如单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

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1万元，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2018年10月16日起，本基金调整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限制，本基金单

日每个基金账户的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调整为不超过1000万元。如单日每

个基金账户的申购、 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投资累计金额超过1000万元，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

绝。

（3）在本基金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它业务正常办理。本

基金恢复办理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4） 如有疑问， 请拨打博时一线通：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

bosera.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关于博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

增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2018年10月16日起，本公司将增加交通银行代理博

时合惠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841，B类004137）的申购及赎回等业务，并开通基金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及转换业务。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客服电话 网址

交通银行 95559 www.bankcomm.com

博时基金 95105568(免长途话费) www.bosera.com

二、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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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盛业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向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周逢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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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00,535,906.07 1,810,232,295.03 1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36,049,884.34 1,419,807,751.35 1.14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86,454,906.05 -146,193,230.5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03,036,206.80 661,377,061.34 6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1,726,097.04 22,535,518.18 129.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47,842,863.63 18,480,946.99 158.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8 1.59 增加1.9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99 0.043 130.23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99 0.043 1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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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411.71 257,4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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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035.44 3,320,9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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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57.55 209,029.9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9,630.51 178,749.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27,654.09 -82,962.27

合计 1,871,257.70 3,883,2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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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2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广元 249,499,500 47.98 0 质押 196,000,000 境内自然人

李广胜 52,000,500 10.00 0 质押 52,000,000 境内自然人

黄静 14,000,000 2.69 0 未知 0 未知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

询中心（有限合伙）

－润泽前程1号私募

基金

11,415,347 2.20 0 未知 0 未知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0,194,637 1.9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刘忠亮 10,000,000 1.92 0 未知 0 未知

上海凌鸷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世嘉一号私募基金

8,922,807 1.72 0 未知 0 未知

盛业武 3,750,000 0.72 0 质押 2,750,000 境内自然人

沈卢东 3,750,000 0.7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汤子花 3,588,770 0.69 0 未知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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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广元 249,49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499,500

李广胜 52,000,5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500

黄静 1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0

重庆信三威投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润泽前程1号私募

基金

11,415,347 人民币普通股 11,415,347

四川明星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0,194,637 人民币普通股 10,194,637

刘忠亮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上海凌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世嘉一号私募基金

8,922,807 人民币普通股 8,922,807

盛业武 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000

沈卢东 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000

汤子花 3,588,770 人民币普通股 3,588,7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广元先生与李广胜先生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十名流通股股东以及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

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

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优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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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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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81,341,229.91 235,875,132.26 -65.52 主要系本期承兑贴现所致。

应收账款 892,049,235.49 560,455,451.35 59.17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导

致应收账款较大幅度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39,119,419.65 9,588,289.06 307.99

主要系本期订单大幅增加， 锁铜

保证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54,072,358.50 16,331,042.59 231.1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支付

的业务备用金和投标保证金增加

所致。

存货 175,077,688.35 111,799,849.04 56.60

主要系本期订单增加， 原材料及

在制品库存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0,678,851.5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买国债逆回购，尚

未到期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91,613.83 156,835.65 -41.59 主要系本期摊销费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4,872.05 556,800.00 -88.35

主要系上年度末其他非流动资产

本期转固所致。

短期借款 440,000,000.00 195,000,000.00 125.64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资金

需求增加， 银行短期贷款增加所

致。

应付账款 116,022,381.62 65,486,621.88 77.17

主要系本期随着营业收入增加，

原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33,187,612.04 49,925,553.24 -33.53

主要系前期部分预收货款在本期

发货实现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065,077.00 20,607,723.68 -89.98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的年终奖金在

本期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10,075,195.36 7,464,690.36 34.97

主要系本期末应交税费较上年末

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8,322,367.66 5,177,509.70 253.88

主要系应付销售结算款增加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81,275.00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套保浮盈计提

递延所得税负债所致。

库存股 3,852,811.02 0.00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回购股份用于员工股

权激励所致。

专项储备 367,737.55 15,272.76 2,307.80

主要系本期已计提尚未使用的安

全费用较上年末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1-9月） 上年同期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103,036,206.80 661,377,061.34 66.78

主要系本期公司市场开拓强化，

营销结构优化， 导致营业收入大

幅增加。

营业成本 896,899,417.32 551,267,291.21 62.70

主要系随着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13,691,777.06 9,877,245.40 38.62 主要系本期计提税费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58,243,367.08 39,815,670.20 46.28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加，

导致与收入相关的运输费、 业务

费等变动费用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18,565,180.06 9,061,048.05 104.89

主要系本期轨道交通用电缆等新

产品开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4,484,849.29 6,352,417.11 128.02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大幅增

加，资金需求增加，导致银行贷款

利息和承兑贴现利息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5,530,710.24 -3,714,251.7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导致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378,882.06 -404.76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取得的

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209,029.94 397,561.63 -47.42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供应商赔偿款

及违约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1,400.19 200,029.23 -39.31

主要系本期材料报废损失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390,076.90 699,219.34 98.80

主要系本期全资子公司利润增

加，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净利润 51,726,097.04 22,535,518.18 129.53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及销售毛利

率同比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99 0.043 130.23

主要系本期净利润较上期同比增

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1-9月）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6,454,906.05 -146,193,230.52 不适用

主要系报告期购买原材料、 支付

员工薪酬及税费等付现支出大于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8,303,890.08 -3,420,825.33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

现金和购买逆回购支付的现金净

额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94,486,299.90 45,589,997.23 326.60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大幅增加，

资金需求增加， 短期借款增加所

致。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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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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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市场开拓，推动了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毛利率增加，预测公司年初至

下一报告期期末累计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0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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