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78� � �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9

第三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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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芳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承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汤为民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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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582,539,872.73 1,571,207,335.12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89,932,285.81 1,071,893,109.77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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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107,610.97 24.57% 452,544,320.04 2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92,277.08 98.12% 14,743,839.66 311.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78,730.56 417.11% 2,488,063.49 111.6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91,047,191.13 -2,299.2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100.00% 0.04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100.00% 0.04 3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0.31% 1.36%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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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6,810.39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了部分固

定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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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56,572.61

主要为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及

确认损益的各类地方补助、因

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及改造的

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692,860.01

报告期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9,733.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76,364.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834.94

合计

12,255,776.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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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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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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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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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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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业祥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07% 47,577,481 0

质押

42,000,000

冻结

47,577,481

李芳英 境内自然人

7.29% 26,531,140 19,898,355

四川映业文化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93% 25,204,480 0

王祥伟 境内自然人

6.20% 22,561,561 0

顾正 境内自然人

3.89% 14,168,795 0

袁建新 境内自然人

2.93% 10,665,485 0

上海中曼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5% 8,904,867 0

中曼石油天然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0% 8,716,175 0

陈柱 境内自然人

1.26% 4,576,100 0

马靓靓 境内自然人

1.06% 3,846,7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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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7,577,481

人民币普通股

47,577,481

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5,204,480

人民币普通股

25,204,480

王祥伟

22,561,561

人民币普通股

22,561,561

顾正

14,168,795

人民币普通股

14,168,795

袁建新

10,665,485

人民币普通股

10,665,485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904,867

人民币普通股

8,904,867

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716,175

人民币普通股

8,716,175

李芳英

6,632,785

人民币普通股

6,632,785

陈柱

4,576,100

人民币普通股

4,576,100

马靓靓

3,846,7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6,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为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双方

为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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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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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货币资金

56,034,144.35 87,583,656.12 -36.02%

业务增长及采购备货投入导致采购支出付

款增加

预付款项

31,945,361.19 13,859,298.97 130.50%

报告期末预付供应商的款项有所增加，且报

告期内下级公司预付了购买土地款

其他应收款

17,133,354.43 11,991,825.69 42.88%

期末保证金增加所致

存货

406,982,643.23 308,197,177.97 32.05%

因报告期内业务量增长导致期末存货余额

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46,198,834.06 105,554,213.93 -56.23%

期末理财产品余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21,029,281.78 75,216,013.30 -72.04%

随钻地质导向组合仪技术升级和产业化项

目完工， 由在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导致在

建工程余额减少

应付职工薪酬

3,359,857.66 12,453,674.34 -73.02%

报告期末未支付的职工薪酬较期初有所减

少

应交税费

2,447,515.53 13,573,180.60 -81.97%

报告期末未支付的税金较期初有所减少

其他流动负债

12,628,794.50 6,296,102.15 100.58%

主要是委外加工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5,861,218.76 2,565,882.38 128.43%

为汇率波动影响

（二）、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8

年

1

一

9

月

2017

年

1

一

9

月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财务费用

-4,303,564.31 4,315,384.53 -199.73%

主要受报告期汇率波动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2,993,389.63 -4,271,665.90 170.08%

主要受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影响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58,244.38 100.00%

报告期内未存在产生公允价值变动的资

产及负债

资产处置收益

1,836,810.39 -292,926.31 727.06%

报告期内公司处置了部分固定资产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52,157.85 3,122,602.73 -59.90%

报告期内确认的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

补助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4,743,839.66 -6,961,627.36 311.79%

报告期内完成交货实现收入的销售额较

上年同期增长明显，销售收入增加是导致

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

(

三

)

、主要财务指标及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8

年

1

一

9

月

2017

年

1

一

9

月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每股收益

0.04 -0.02 300.00%

与上年同期相比实现扭亏

为盈导致每股收益变动幅

度较大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266,140.98 22,345,638.29 -36.16%

收到其他业务往来款项减

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04,347,124.97 162,603,048.06 87.17%

订单量增加导致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

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047,191.13 4,139,842.30 -2299.2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056,965.42 1,736,171.30 306.47%

报告期内处置了部分闲置

房产导致增加明显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7,726,656.65 10,426,018.09 70.02%

报告期内增加了部分固定

资产投入

投资支付的现金

169,840,000.00 130,000,000.00 30.65%

购买理财支付的现金增加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57,392,400.00 -100.00%

上年同期支付了杭州丰禾

的投资款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328,168.78 8,661,352.63 573.43%

主要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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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曼系举牌公司股票

2018年2月27日至8月16日，上海中曼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曼石油天然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朱艳凤、李艳秋、赵静、梁乐雨、沈翔、王文华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达到5%，

构成首次举牌。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披露的《关于股东增持股份比例达到5%的提

示性公告》（2018-053）及同日披露的《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2、公司股东股权转让仲裁事项

2018年8月30日，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告知公司，其已就与李芳英签署的《股份收购协

议》向上海国际贸易仲裁委（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申请，仲裁委已受理此案，案件编号

SDF2018552。10月8日，李芳英告知公司，其已就上述仲裁案件向仲裁委提交反请求，目前仲裁委

已经受理上述反请求，并将“一并审理被申请人的仲裁反请求和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上述事项

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至10月9日披露的2018-067、073、078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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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四川映业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增持承诺

通过二级市场

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股份

数量不低于公

司总股份的

7.45%

。

2018

年

02

月

23

日

6

个月 逾期未完成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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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

2018

年

8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股东未完成增持承诺的公告》（

2018-066

），映业

文化称其未完成增持承诺的原因系其与公司股东李芳英、王祥伟之间的《股份收购协

议》未能履行。

2018

年

9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收到股东通知函暨股东收到监管措施的公告》

（

2018-077

），上海证监局认为映业文化超期未履行增持承诺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4

号一一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证监会公告

[2013]55

号）的相关规定，因此决定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

映业文化在对上海证监局的回函中表示其将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按照监管要求

进行增持。但是，由于其与李芳英、王祥伟的股份转让交易存在纠纷，且已提起仲裁。鉴

于最终的仲裁裁决将影响映业文化增持公司股份的方式与最终数量，因此其将在仲裁

事项完结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增持安排。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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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135%

至

18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500

至

3,0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62.3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因行业形势回暖，公司订单较上年同期增加明显，预计在全年完成交

货实现收入的合同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加，同时公司加强了成本及

费用控制，预计

2018

年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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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6,984 3,304 0

合计

16,984 3,304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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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负责人：李芳英

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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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马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兴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彤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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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8,679,547,073.47 7,351,435,296.77 18.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26,983,335.27 4,425,843,572.59 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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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398,946.07 32.74% 4,139,630,862.56 5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0,641,077.06 43.20% 838,629,574.68 72.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2,809,836.56 55.17% 817,978,659.26 74.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01,263,696.33 336.2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1.71 43.70% 4.93 7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1.71 43.70% 4.93 72.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3% 0.94% 17.64%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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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26,3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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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64,72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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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95,863.02

募集资金理财收

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191,520.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95,492.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240,039.95

合计

20,650,915.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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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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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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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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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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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36% 38,038,477

质押

18,889,05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53% 4,297,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其他

2.34% 3,982,425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9% 2,016,89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其他

1.03% 1,7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0.81% 1,385,87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其他

0.81% 1,378,2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9% 1,338,17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

优化红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4% 1,264,60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2% 1,223,883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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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高新超达投资有限公司

38,038,477

人民币普通股

38,038,47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297,9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7,9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3,982,425

人民币普通股

3,982,425

交通银行

－

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16,894

人民币普通股

2,016,89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1,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0,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1,385,877

人民币普通股

1,385,87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1,378,245

人民币普通股

1,378,24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338,176

人民币普通股

1,338,17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优化红利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4,603

人民币普通股

1,264,60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223,883

人民币普通股

1,223,8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

10

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各法人股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

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比例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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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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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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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前三季度，公司总体生产经营良好，经营平稳。公司年初至本报告期末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上升72.20%，主要因控股医药企业收入增长及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结

算收入同比上升所致。其中医药企业收入增长41.39%，净利润增长55.85%。具体增长（下降）

30%以上指标如下：

1、应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390,200,225.47元，增长72.60%。主要原因是下属制药公司本

报告期收入增加所致。

2、预付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766,556,515.49元，增长272.41%。主要原因是下属房地产公

司预付的拆迁款增加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加305,405,962.57元，增长185.07%。主要原因是下属制药公司

在建新厂区投入增加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197,416,658.46元，增长165.34%。主要原因是下属制

药公司预付的新厂区工程款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5、短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增加30,000,000.00元，增长50%。主要原因是下属制药公司银行

借款增加所致。

6、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减少73,788,324.01元，降低31.86%。主要原因是本报

告期应付工程款结算增加所致。

7、预收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392,524,942.57元，增长96.5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下属房

地产公司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增加28,046,026.42元，增长30.00%。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报告期收

入增加所致。

9、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492,069,565.87元，增长56.36%。主要原因是控股医药企业收入增

长及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结算收入同比上升所致。

10、营业成本：同比增加292,029,455.43元，增长92.35%。主要原因是控股医药企业收入增

长及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结算收入同比上升所致。

11、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50,581,972.32元，增长162.30%。主要原因是控股医药企业

收入增长及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结算收入同比上升所致。

12、销售费用：同比增加409,929,241.77元，增长37.15%。主要原因是下属制药业公司本报

告期收入增加所致。

13、研发费用：同比增加82,898,652.03元，增长46.49%。主要原因是下属制药业公司本报告

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14、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加19,902,380.90元，增长761.96%。主要原因是下属制药业公司

本报告期收入增加导致应收账款余额增加，使按账龄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

15、投资收益：同比增加12,259,512.76元，增长35.48%。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长春百克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手续办理完毕， 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使处置子公司收益增加

所致。

16、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16,101,815.96元，增长1173.6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处置固

定资产取得收益增加所致。

17、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26,324,306.09元，增长114.47%。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下属公司

对外捐赠增加。

18、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99,543,923.18元，增长73.26%。主要原因是控股医药企业收入增

长及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结算收入同比上升所致。

19、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751,876,483.70元，增长65.69%。主要原因

是下属控股制药公司销售收入增加及下属房地产企业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20、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254,993,058.46元，降低66.62%。主要原因

是下属房地产公司2017年收回2016年支付的土地保证金及预付款等。

21、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260,565,498.44元，增长51.43%。主要原

因是下属控股制药公司销售收入增加使应付销售员工资增加所致。

22、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236,831,094.20元，增长70.84%。主要原因是下属控股制药

公司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771,835,191.84元，增长71.83%。主要原因

是下属制药业公司支付的销售费用增加以及下属房地产公司预付的拆迁款增加所致。

24、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2,581,180.03元，增长32.74%。主要原因是本报告

期取得联营企业分红增加所致。

25、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增加24,715,221.84

元，增长1345.80%。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取得收益增加所致。

26、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1,302,000,000.00元，增长85.88%。主要原

因是本报告期到期理财产品的本金增加所致。

2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258,183,883.52元，增

长159.32%。主要原因是下属制药公司预付的新厂区工程款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28、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1,630,000,000.00元，增长142.73%。主要原

因是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支付的本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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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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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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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94,000 19,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76,200 71,400 0

合计

270,200 90,4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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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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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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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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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马骥

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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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9� � � �证券简称：北特科技 公告编号：2018-088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MVO签署独家代理协议及备忘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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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特科技”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北特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特零 部 件 ” ） 与 合 作伙伴MVO� GmbH��

Metallverarbeitung� Ostalb� (以下简称“MVO” )于近日在上海就北特零部件代理MVO变节距

及温锻转向齿条产品及后续合作事项签署了《独家代理协议》及《关于温锻变节距转向齿条

领域成立合资公司备忘录》。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MVO� GMBH� METALLVERARBEITUNG� OSTALB

控股股东:� � Georgsmarienhütte� Holding� GmbH

法定代表人:� Dr.� Niels� Vieweg,� Thorsten� Ehle

注册资本：262,000.00� Euro

注册地址：Nikolaus-Otto-Strasse� 1,� 73529� Schw?bisch� Gmünd,� Germany

成立日期：1998�年

主营业务：汽车转向系统内齿条棒料、齿条半成品、齿条成品、变节距齿条（以下简称

VGR齿条）设计、开发、制作生产。

关联关系：MVO与公司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

合作方履约能力：MVO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良好， 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2017年该

公司销售额6800万欧元。

二、独家代理协议及备忘录主要内容

（一）独家代理协议主要内容

生厂商：MVO

代理商：北特零部件（协议中所称“上海北特” ）

根据目前公布的合作计划，在第一阶段，双方已签署了一个5年的独家代理协议：在该代

理协议项下，如代理产品在代理区域内年需求量不超过25万支的（超过将成立合资公司），

则上海北特在中国大陆地区将独家代理、 推广并销售MVO 【齿条】 产品， 该产品使用了

Bishop公司授权MVO的专利技术。一旦双方成立合资公司，本代理协议将终止，将由合资公

司接手代理区域的市场推广及销售事务。

（二）备忘录主要内容

上海北特与MVO另外签署了一份备忘录， 双方均有意向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前提

是代理产品的年需求量超过或等于25万支。初步考虑，合资公司将设立在上海，初始注册资本

为5000万元人民币，上海北特将持有合资公司51%的权益，MVO将持有合资公司49%的权益。

在起步阶段，合资公司将向MVO采购半成品，并投资生产线以完成精加工生产；

双方另外同意，如果合作产品年需求量大于或等于50万支，合资公司将注册资本增加至

人民币1亿元，并投资温锻生产线，以独立完成产品的生产。

三、对公司的影响

回顾几十年发展历史，MVO公司是汽车转向行业少数的行业领导企业。MVO的强项之

一就是其“便捷安装” 型齿条，这是MVO独家开发且拥有极高精度的产品。MVO在齿条产品

的设计、生产领域拥有先驱地位，凭借Bishop的技术授权，MVO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闭模”

齿条温锻技术，实现了“高效低耗” 。

北特科技为国内转向器齿条领域内处于领先地位， 本次公司和MVO签署独家代理协议

及合作备忘录，有利于双方在转向架领域内的交流和合作，有利于扩大公司在国内细分市场

的行业领先地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风险提示

MVO的VGR齿条广泛应用于知名整车企业的中高端乘用车产品中，是否能在中国乘用

车中高端产品市场推广及大规模应用尚存在不确定性。

北特科技与在MVO代理变节距及温锻转向齿条方面的合作对公司的业绩和财务状况尚

存在不确定性，且其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所造成的风险，北特科技目前暂无法预计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当年及未来经营业绩造成的具体影响，合资公司是否成立以及是否加大

投入需视北特零部件与MVO的具体合作实施情况及北特科技内外部决策、审批情况而定。

公司将根据本协议的具体执行情况，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716� � � �证券简称：金贵银业 公告编号：2018-100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金贵银业，证券代码：002716）于2018年5月3日开市起停牌并发

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4）。公司于5月9日披露了《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确定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告编号：2018-038）， 并于2018年5

月16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5月30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18-041、2018-043、2018-048）。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披露了《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2018年6月7日、2018年6月

13日、2018年6月20日、2018年6月27日， 公司分别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2、2018-054、2018-059、2018-061）。

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继续停牌。经公司申请，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2018年6月29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63），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29日开市起继续停牌。2018年7月4日、2018年7月11日，公

司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2018-065、2018-067）。

2018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并于2018年7月14日发布了《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重大资产重

组继续停牌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2018年7月18日、2018年7月25日，公司分

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2、2018-074）。

2018年7月30日， 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继续停牌相关议案，经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7月3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于2018年7月31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告》（2018-076）。2018年8月3日、2018年

8月10日、2018年8月17日、2018年8月24日， 公司分别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77、2018-078、2018-082、2018-084）。

公司预计无法在2018年8月31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为保护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8月31日开市起复牌，并在股票复

牌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披露了《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1）。

2018年9月14日、2018年9月29日，公司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96、2018-099）。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各相关方正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

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所涉及的相关工作。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并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至少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相关进展

情况公告。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尚未最终确定风险、交易前置审批风险、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等诸多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郴州市金贵银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603878� � � �证券简称：武进不锈 公告编号：2018-081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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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8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在保证正常经营所需

流动资金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公司拟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3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范围包括购买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债

券、金融衍生品、开展委托贷款业务（对象不能为公司关联方）、参与资产管理计划等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投资品种。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8）。

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18年5月23日召开2017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额度

不超过人民币4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在保证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情况下，

进行现金管理。投资范围包括购买理财产品、信托产品、债券、金融衍生品、开展委托贷款业务

（对象不能为公司关联方）、参与资产管理计划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投资品种。单项产品期

限最长不超过一年。在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资金可以在上述额度内

滚动使用，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由公司管理层组织相关部

门具体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一、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

号

产品发行方

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投资金额

收益情况

（元）

1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增盈

169

号

183

天机

构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18-4-18 2018-10-18 5.1% 1,200

万元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益

306,838.36

元

二、截至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产品发行方

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投资金额 收益情况（元）

1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GS

民生银行综

合财富管理服务

业务（

2017

第

1349

期）

保本收益

型

2017-12-22 2018-12-21 5.03% 3,000

万元

-

2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乾元添福”

2018

年第

089

期理财

产品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18-2-2 2019-1-21 5.60% 8,000

万元

-

3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乾元添福”

2018

年第

095

期理财

产品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18-2-9 2019-1-7 5.60% 5,000

万元

-

4

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富江南瑞富添盈

R

计划

R1803

期

18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18-3-16 2018-9-18 5.50% 5,000

万元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益

1,

401,369.86

元

5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金钥匙安心得

利

181

天”人民币

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18-3-17 2018-9-13 4.8% 3,000

万元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益

714,082.19

元

6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

“安心、灵动、

45

天”人民币理财

产品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18-4-9 2018-5-30

2.8%-

4.40%

4,000

万元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益

238,465.75

元

7

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增盈

169

号

183

天

机构理财产品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18-4-18 2018-10-18 5.1% 1,200

万元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益

306,838.36

元

8

江南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富江南瑞富添盈

R

计划

R1809

期

02

非保本浮

动收益型

2018-10-8 2019-4-9 5.00% 5,000

万元

-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信誉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

机构，且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风险可控。

2、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

保上述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理财资金安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的

情况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为21,000万元。

特此公告。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29� � � �证券简称：海源复材 公告编号：2018-100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补充质押及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福建海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诚投资” ）函告，获悉海诚投资分别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证券” ）办理了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及股份质押展期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万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海诚投资 是

64 2018-10-18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之日

中信证券

1.32%

补充质

押

二、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

期

原质押到期日

展期后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海诚投资 是

530 2017-10-18 2018-10-18 2019-1-18

中银国际证

券

10.91%

融资

本次质押展期是对2017年10月18日海诚投资与中银国际证券办理的股票质押进行的展

期业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海诚投资共持有公司股份4,855.71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

18.68%；其中本次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的股份为64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

例为0.24%；本次办理股份质押展期交易的股份为53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2.04%；

海诚投资已累计质押4,448.9999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比例为17.11%，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91.62%。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529� � � �证券简称：海源复材 公告编号：2018-101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HE750/4000全自动LFT-D模

压生产线于2017年通过福建省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并获得省级、市级奖励金共计

700万元（已于2017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近日，根据《闽侯县财政局、闽侯县经信局关于

下达2016年度省级首台（套）专项资金县级配套补助资金的通知》（侯财企[2018]503号），公

司收到闽侯财政局拨付的该项补助资金，涉及金额为100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与日常经营相关，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公司将上述资金直接计入其他收益，预计将会增加2018年度利润总额100万元，具体的

会计处理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海源复合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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