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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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陈晓华 董事长 因公务 付俊雄

张志孝 独立董事 因 病 原大康

1.3� 公司负责人陈晓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付俊雄、总会计师王一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鲁中年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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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647,930,999.66 186,923,673,743.72 13.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41,605,845,697.37 41,031,722,199.6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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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3,024,256.72 -7,388,055,7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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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421,959,822.86 74,308,230,186.54 -9.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87,060,170.36 2,589,316,928.63 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27,197,620.41 2,493,735,755.62 5.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9.211 9.183

增加

0.03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12 0.469 9.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512 0.469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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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8,972.31 46,090,43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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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67,445.80 102,669,57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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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31,173.76 52,952,935.44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020,833.33 6,329,166.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37,604.82 12,767,873.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43,686.03 -16,761,496.23

所得税影响额

-13,866,665.28 -44,185,938.63

合计

34,395,678.71 159,862,54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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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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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

公司

1,949,448,239 42.3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137,683,785 2.9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博时主题行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LOF

）

93,000,062 2.02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70,785,800 1.54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

组合

56,836,029 1.23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33,084,219 0.72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

组合

27,999,916 0.61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

组合

24,999,821 0.54 0

无

0

其他

闫小虎

23,711,770 0.5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银国际证券

－

中国银

行

－

中银证券中国红

－

汇中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1,529,831 0.47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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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1,949,448,239

人民币普通股

1,949,448,23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7,683,785

人民币普通股

137,683,78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主题行

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93,000,062

人民币普通股

93,000,0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7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785,8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56,836,029

人民币普通股

56,836,02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084,219

人民币普通股

33,084,21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27,999,916

人民币普通股

27,999,916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24,999,821

人民币普通股

24,999,821

闫小虎

23,711,770

人民币普通股

23,711,770

中银国际证券

－

中国银行

－

中银证券中国

红

－

汇中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529,831

人民币普通股

21,529,83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第

1

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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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

末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

）

本期期末

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

动比例

（

%

）

变化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2,289,561,324.74 1.08 1,381,808,104.17 0.74 65.69

主要是预缴税费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15,662,148,996.79 7.40 8,612,831,444.76 4.61 81.85

主要是应收

BOT

款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0,329,448,702.18 4.88 6,959,182,134.90 3.72 48.43

主要是对联营企业的投资增加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

692,983,675.20 0.33

与年初相比主要是股权投资公允价格下跌所

致

在建工程

16,029,156,485.72 7.57 9,957,096,784.89 5.33 60.98

主要是

PPP

项目在建工程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89,376,067.05 0.09 371,261,198.97 0.20 -48.99

主要是预付投资款本期交割所致

短期借款

27,367,587,240.76 12.93 14,419,747,133.00 7.71 89.79

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0,011,743,718.84 5.36

执行新收入准则重分类所致

合同负债

13,228,250,762.27 6.25

与年初相比主要是预收工程款和售房款较年

初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768,542.40 - 1,354,772,919.74 0.72 -99.94

主要是公司发行的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计

划到期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57,595,910.30 -0.12 501,443,470.84 0.27 -151.37

主要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下跌以及

外币折算差额减少所致

专项储备

132,676,042.35 0.06 59,918,487.17 0.03 121.43

主要是计提的专项储备未支出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

期 金额变动比例

（

%

）

变化原因

研发费用

1,139,065,

478.86

607,261,983.34 87.57

主要是研究开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923,395,

761.96

1,357,478,870.60 41.69

主要是借款增加，相应的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629,734,267.62 174,970,614.50 259.91

主要是对联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989,908,110.35 1,434,642,301.58 -31.00

主要是环保收入减少，相应的政府补助收入减少所

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

期 金额变动比例

（

%

）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293,024,

256.72

-7,388,055,

778.46

不适用

主要是房地产业务开发投入较上年同期减

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984,647,

001.33

-6,533,349,

820.98

不适用

主要是购建长期资产以及股权投资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488,110,

623.68

9,449,113,668.36 0.41

主要是银行借款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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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晓华

日期:2018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600068� � �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2018-055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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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临时）于2018年10月21日以书面方

式发出通知，2018年10月26日在武汉总部第二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付俊雄副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7名，实到董事5名，陈晓华董事长因公务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付俊雄副董事长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张志孝独

立董事因病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原大康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经过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利分公司的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利分公司” ，西文名称为“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 Limited�

-� Agencia� en� Chile” ，注册地址为智利圣地亚哥。 经营范围为：水利水电、电力、港口、公路、桥梁、机场、铁路、城市轨道、房

屋建筑、河道疏浚、基础工程处理、市政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及工程勘测、设计、采购、施工、咨询、项目管

理；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服务和转让；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的生产、制造、安

装、销售和租赁；实业投资及资产管理业务；进出口业务等。

三、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有关办事机构的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积极参与雄安新区、长江大保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开发，董事会同意设立公司雄安新区代表处、长江大保护代表

处、粤港澳大湾区代表处等三个办事机构，分别负责区域市场的开发与投资业务等。

四、审议通过关于向七家海外分支机构注资的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向七家海外分支机构注资：具体为：

1.向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赤道几内亚有限公司注资1000万中非法郎。

2.向葛洲坝（泰国）有限公司注资147万泰铢。

3.向葛洲坝安哥拉有限公司注资95万美元。

4.向葛洲坝尼亚拉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注资1万美元。

5.向葛洲坝蒙古有限公司注资5.1万美元。

6.向葛洲坝赞比亚有限公司注资0.102万美元。

7.向葛洲坝加蓬有限公司注资0.51万美元。

五、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尼日利亚有限公司并注资的议案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开拓尼日利亚市场，董事会同意在尼日利亚设立子公司。 子公司中文全称为“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尼日利

亚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为“China� Gezhouba� Group� Corporation� Global� Projects� Nigeria� Limited” ，并缴纳注册资本100万美

元。 注册地址设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经营范围为:电力、港口、公路、桥梁、机场、铁路、城市轨道、房屋建筑、河道疏浚、基

础工程处理、水利水电、市政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及工程勘测、设计、采购、施工、咨询、项目管理；进出口

业务等。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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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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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4,460,207.00 981,706,255.09 0.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41,094,289.61 626,372,255.52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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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41,894.22 -22.57% 552,339,894.61 6.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554,944.82 -41.38% 23,310,268.10 -1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53,357.08 -78.74% 15,272,398.19 -4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484,157.66 147.81% -124,923,080.27 -4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58.33% 0.20 -4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5 -58.33% 0.20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1.07% 3.68%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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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647,250

本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末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

股）

0.0472 0.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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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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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8,99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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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9,666.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2,346.4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18,447.63

合计

8,037,86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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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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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宪 境内自然人

19.57% 23,025,000 23,025,000

深圳市银桥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91% 22,252,942 22,252,942

何征 境内自然人

18.07% 21,260,295 21,260,295

质押

16,170,000

黄昌华 境内自然人

9.88% 11,627,150 0

质押

8,430,000

深圳市荣桥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 3,901,200 1,500,000

杭州南海成长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6% 3,241,763 0

高德中彩科技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1% 600,000 0

刘洪伟 境内自然人

0.35% 411,700 0

姜林 境内自然人

0.26% 309,000 0

何家谦 境内自然人

0.25% 30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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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昌华

11,627,150

人民币普通股

11,627,150

杭州南海成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241,763

人民币普通股

3,241,763

深圳市荣桥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40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1,200

高德中彩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刘洪伟

411,7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700

姜林

3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9,000

何家谦

308,4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400

黄冰

29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7,900

范宝营

25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000

李沛文

24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吴宪与何征为夫妻关系，双方为一致行动人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且双方合计持有深圳市银

桥投资有限公司

94.58%

的股权。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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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人民币5,087万元，较上年末增加411.63%，主要是本期收到的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期末余额人民币588万元，较上年末增加46.28%，主要是本期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3、存货期末余额人民币25,823万元，较上年末增加52.23%，主要是本期为应对订单增加，储备原材料所致。

4、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人民币8,545万元，较上年末减少39.24%，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5、在建工程期末余额人民币293万元，较上年末减少89.36%，主要是本期在建工程结转固定资产所致。

6、应交税费期末余额人民币280万元，较上年末减少62.57%，主要是本期缴付2017年度所得税所致。

7、股本期末余额人民币11,765万元，较上年末增加50%，主要是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8、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1,045万元，增幅231.94%，主要是本期贷款利息支出增加及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9、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104万元，增幅92.20%，主要是本期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10、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388万元，降幅14.27%，主要是本期毛利率下降及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982万元，降幅46.97%，主要是本期应收款回款中承兑票据比例较

高，以及为应对销售增加，储备原材料所致。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18,680万元，增幅117.60%，主要是本期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7,604万元，降幅102%，主要是上年同期发行新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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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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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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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4%

至

6.54%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3,300

至

4,300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036.1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汇率波动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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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8,000 7,000 0

合计

8,000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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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宪

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86� � �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4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或

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8年10月3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口二路智恒战略性新兴产业园10栋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尊昌主持。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与会监事同意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应变更会计政策，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执行起始日开始执行。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

的《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和《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与会监事同意《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并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陈述或重大遗漏。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具体内容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8-063）和《深圳市沃

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886� � � �证券简称：沃特股份 公告编号：2018-061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或

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8年10月3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口二路智恒战略性新兴产业园10栋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且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宪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与会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最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

的《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和《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与会董事同意《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具体内容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上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8-063）和《深圳市沃

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892� � �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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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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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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钟君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文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童知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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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3,702,690.43 4,104,718,313.94 18.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93,028,491.94 3,120,347,511.29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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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700,773.85 52.77% 527,317,483.66 22.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2,567,864.79 541.73% 172,680,980.65

较上年同期增加净利润

193,215,

202.97

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698,130.54

较上年同期增加扣非

净利润

121,001,254.55

元，同比实现扭亏为

盈。

158,654,970.06

较上年同期增加扣非净利润

215,

581,920.51

元，同比实现扭亏为

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34,716,319.29

较上年同期增加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净流出

205,523,561.08

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49 541.73% 0.1760

较上年同期增加

0.20

元

/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249 541.73% 0.1760

较上年同期增加

0.20

元

/

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9% 3.07% 5.39%

较上年同期增加

6.1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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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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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0,719.30

因符合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地方性扶持政策而获得的

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886,792.4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492,164.38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取得的到期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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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6,116.4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99,287.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80,494.03

合计

14,026,010.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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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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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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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瑞联合（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7% 106,651,376 106,651,376

质押

105,504,587

钟君艳 境内自然人

6.17% 60,569,259 56,638,818

质押

56,638,818

欢瑞世纪（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1% 57,938,783 57,938,783

质押

24,299,500

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2% 51,241,586 22,935,779

质押

22,935,821

浙江欢瑞世纪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1% 49,194,111 49,194,111

质押

49,194,111

南京顺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64% 35,741,267 30,737,490

质押

30,737,490

萍乡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9% 24,444,549 6,600,030

弘道天华（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北京青宥瑞禾文化传媒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4% 22,935,779 22,935,779

质押

22,935,779

包头市龙邦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9% 21,470,583 18,464,702

质押

18,46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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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28,305,807

人民币普通股

28,305,807

深圳弘道天瑞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693,850

人民币普通股

20,693,850

萍乡中达珠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844,519

人民币普通股

17,844,519

北京掌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084,103

人民币普通股

12,084,103

新时代宏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1,968,423

人民币普通股

11,968,423

北京光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1,913,996

人民币普通股

11,913,996

东海证券创新产品投资有限公司

10,441,956

人民币普通股

10,441,956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宿迁华元兴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95,109

人民币普通股

5,295,109

王贤民

5,279,934

人民币普通股

5,279,93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欢瑞、浙江欢瑞、欢瑞联合和钟君艳以及未列入前

10

名股东

名册里的陈援、陈平、钟金章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青宥仟和、青宥瑞禾、弘道天华、深圳弘道以及

未列入前

10

名股东名册的弘道晋商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本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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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同比增

减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317,828,666.17 203,003,918.77 56.56%

主要系预付制片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84,308,647.67 48,769,948.20 72.87%

主要系应收联合摄制款增加所致。

存货

1,478,441,138.89 751,518,102.61 96.73%

主要系投拍的电视剧剧目

(

如《江山永乐》《盗墓笔记

2

》《听雪楼》《天目危

机》《封神之天启》《锦衣之下》等）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45,000,000.00 159,000,000.00 179.87%

主要系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77,971,555.17 304,456,655.91 -41.54%

主要系应付摄制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550,380,424.42 301,704,101.56 82.42%

主要系预收制片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7,118,744.65 87,839,563.79 -46.36%

主要系缴纳年初应缴税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229,939,408.33 129,793,719.16 77.16%

主要系应付联合摄制分成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100,000,000.00 0.00 -

主要系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

末

上年同期

同比增

减

变动原因

营业成本

178,934,587.71 363,010,368.12 -50.71%

剔除上年同期周播剧场广告成本约

2.14

亿元的影响因素后，年初至本报

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长

20.00%

，系与营业收入同步增长。

管理费用

50,905,955.78 31,763,067.97 60.27%

主要系办公场所房租、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以及因新增员工带来的人工

费用等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555,747.33 7,453,736.26

-

107.46%

主要系因汇率变动产生的未实现外币汇兑收益、银行借款利息净支出

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006,791.20 -6,865,108.40 -

主要系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56,116.44 5,008,819.44 -74.92%

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规模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2,802,475.43 21,830,821.92 -41.36%

主要系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规模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1,590,385.47 14,119,028.96 123.74%

主要系艺人经纪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34,716,319.29 -429,192,758.21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205,523,561.08

元净流出，主要系

支付的电视剧拍摄制作成本费用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4,996,589.42 -538,739,694.46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减少了

573,736,283.88

元净流出，主要系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赎回

金额稍大于购买金额，而上年同期到期赎回金额远小于购买金额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5,199,842.31 -39,035,681.82 -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增加了

414,235,524.13

元净流入，主要系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同期银行借款净流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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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7年7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渝证调查字2017031

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如本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因涉嫌违规披露、不

披露重要信息罪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的，公司将因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修订）》13.2.1条规定的欺诈

发行或者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情形，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实行退市风险警示三十个交易日期限届满后，公司股

票将被停牌，直至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十五个交易日内做出是否暂停本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11.11.3条

的要求，每月至少披露一次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

2018

年）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告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

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

进行立案调查的进展情况

07

月

17

日 公告编号：

2018-62

，公告名称：《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08

月

17

日 公告编号：

2018-70

，公告名称：《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09

月

15

日 公告编号：

2018-76

，公告名称：《关于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股票期权的授予与取消

07

月

11

日

公告编号：

2018-59

，公告名称：《监事会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审核及公示情况说明》。

07

月

18

日

公告编号：

2018-64

，公告名称：《关于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

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07

月

26

日

公告编号：

2018-67

，公告名称：《关于向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

权的公告》。

09

月

20

日 公告编号：

2018-77

，公告名称：《关于终止

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公告》。

董事长完成公司股票增持

08

月

10

日 公告编号：

2018-68

，公告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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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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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闲置募集资金

84,500 24,500 0

合计

84,500 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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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892� � �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18-81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是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会议通

知于2018年10月25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二）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 本次会议无缺席会议和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董事。

（四）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钟君艳女士主持，财务总监李文武先生、财务部经理童知秋先生、董事会秘书徐虹先生和证券事

务代表陈亚兰女士列席。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规范性文件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

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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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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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是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会议通知

于2018年10月25日以电子邮件、短信、微信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二）本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上午10:00在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无缺席会议和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监事。

（四）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张俊平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徐虹先生列席。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刊载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该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的变更。

该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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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以下简称

《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按照《通知》中的规定，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并按

照《通知》中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二）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报表格式，对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2017年12月25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之相关规定，执行的是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的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五）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

议案》，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一）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并作为明细项目列

示。

（二）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三）资产负债表中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四）资产负债表中原“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

（五）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六）资产负债表中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七）资产负债表中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

（八）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九）利润表中在原“财务费用”项目下以正数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实质性影响，对已

披露的以前年度的年度报告亦无实质性影响。

三、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颁布的最新会计规范性文件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与国家

现行规定保持一致，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本次公司会

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亦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对《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深圳市沃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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