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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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水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梅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梅

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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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855,289.52 1,401,235,764.80 -5.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4,345,531.45 652,704,756.98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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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269,372.76 -1.09% 654,649,705.49 5.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772,175.38 -20.42% 28,920,348.74 -1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9,771,805.46 0.63% 28,935,065.59 -13.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006,524.73 -131.35% -290,702,673.27 -94.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04 -33.66% 0.2378 -38.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04 -33.66% 0.2378 -38.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22.92% 4.32% -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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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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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139.38

稳岗补贴、评审类项目支持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062.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427.72

合计

-14,716.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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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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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苏华 境内自然人

51.02% 62,039,040 62,039,040

质押

42,408,000

深圳市深腾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99% 27,960,960 27,960,960

质押

27,960,960

杨水森 境内自然人

0.99% 1,200,000 1,200,000

质押

1,199,880

李科 境内自然人

0.41% 501,100 0

滕学武 境内自然人

0.15% 178,560 0

周晓忠 境内自然人

0.13% 156,460 0

孙伟 境内自然人

0.11% 137,580 0

王小建 境内自然人

0.11% 132,840 0

王桂芝 境内自然人

0.09% 111,340 0

李春阳 境内自然人

0.08% 9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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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科

5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501,100

滕学武

178,560

人民币普通股

178,560

周晓忠

156,460

人民币普通股

156,460

孙伟

137,580

人民币普通股

137,580

王小建

132,840

人民币普通股

132,840

王桂芝

111,340

人民币普通股

111,340

李春阳

96,960

人民币普通股

96,960

陈景云

96,300

人民币普通股

96,300

邓国华

95,236

人民币普通股

95,236

倪亦好

87,340

人民币普通股

87,3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李苏华、深圳市深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杨水森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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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股东李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1,1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501,100

股；

(2)

股东滕学

武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46,56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2,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78,560

股；

(3)

股东周晓忠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6,460

股，实际合计持有

156,460

股；

(4)

股东李春阳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

6,840

股，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0,120

股，实际合计持有

96,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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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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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9月30日， 货币资金期末账面余额166,892,554.19元较上年末减少312,772,

114.85元，减少65.21%主要系支付工程项目所需款项增加及支付现金股利所致；

2、 截止2018年9月30日， 预付账款期末账面余额14,925,691.15元较上年末增加8,166,

593.49元，增加120.82%主要系支付工程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3、截止2018年9月30日，存货期末账面余额266,551,561.98元较上年末增加120,289,795.00

元，增长82.24%主要系工程结算滞后所致；

4、截止2018年9月30日，其他流动资产期末账面余额32,620,136.27元较上年末增加18,343,

715.72元，增长128.49%主要系待认证进项税额增加所致；

5、截止2018年9月30日，开发支出账面余额882,640.73元较上年末增加551,016.80元，增加

166.16%主要系委托外部软件开发机构研发的企业经营办公系统相关费用增加所致；

6、 截止2018年9月30日， 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余额8,500,000.00元较上年末增加8,000,

000.00元，增加1,600.00%主要系预付购买房产款项所致；

7、 截止2018年9月30日， 短期借款期末账面余额162,714,607.50元较上年末增加39,155,

703.50元，增加31.69%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8、 截止2018年9月30日， 预收款项期末账面余额8,742,256.20元较上年末减少32,658,

863.39元，减少78.88%主要系工程预收款减少所致；

9、截止2018年9月30日，应付职工薪酬期末账面余额5,965,454.26元较上年末减少3,596,

757.27元，减少37.61%主要系公司上年末余额中包含的年底双薪和高管绩效于本年度发放所

致；

10、截止2018年9月30日，其他应付款期末账面余额7,618,892.32元较上年末减少28,560,

498.83元，减少78.94%主要系代建项目工程款支付及往来款项减少所致；

11、 截止2018年9月30日， 其他流动负债期末账面余额35,223,661.15元较上年末增加10,

281,822.51元，增加41.22%主要系增值税-待销项税增加所致；

12、截止2018年9月30日，专项储备期末账面余额896,053.08元较上年末减少2,078,574.27

元，减少69.88%主要系项目安全生产费使用增加所致；

13、2018年1-9月份，税金及附加发生额823,467.2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89,161.94元，下降

54.57%主要系受增值税税率下调影响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降低所致；

14、2018年1-9月份，资产减值损失发生额4,381,949.5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148,193.89元，

减少58.39%主要系部分应收款项收回坏账冲回及会计估计变更所致；

15、2018年1-9月份，营业外收入发生额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928,674.59元，主要系政府

补助减少所致；

16、2018年1-9月份，营业外支出发生额240,062.8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43,668.78元，减少

64.89%主要系公司本期较上年同期公益性捐赠减少所致；

17、2018年1-9月份，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290,702,673.27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41,199,675.44元，减少94.45%主要系本期项目采购结算加快，支付工程项目所需款项增加所

致；

18、2018年1-9月份，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421,719.7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6,

463,137.15元，减少163.27%主要系固定资产增加及预付房屋购置款所致；

19、2018年1-9月份，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640,839.40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69,

940,079.67元，减少95.16%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募集资金款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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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7年08月29日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编号：2017-049）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诉昆明螺蛳湾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螺蛳湾” ）拖延拒付工程款合同

纠纷案已于2017年9月27日获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因被告螺蛳湾于2017年10月17日向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与本公司于2016年11月6日确认的《基本建设工

程结算审核定案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中止审理本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案尚未开

庭审理。

二、其他诉讼事项进展情况

1、公司于2017年10月26日披露《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其他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与江西龙升实业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案， 江西省井冈山市人民法院于2017

年12月28日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江西龙升实业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支付工程款137,295.67元。本

公司对一审判决不服，于2018年1月8日向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经审理后裁

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案处于一审法院重审中。

2、公司于2017年11月03日披露的《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5）、2018

年7月2日披露的《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进展情况如下：

公司于2017年10月31日收到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原告螺蛳湾于2017

年10月17日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撤销与本公司于2016年11月6日确认的

《基本建设工程结算审核定案表》。 公司在收到《应诉通知书》后向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提出管辖权异议，被裁定驳回后向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被裁定驳回上诉后公司向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关于双方签署的《基本建设工程结算审

核定案表》确认合同效力之诉，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诉讼

2017

年

08

月

29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重大诉讼公告》（公告

编号：

2017-049

）

涉及诉讼事项

2017

年

11

月

03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涉及诉讼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

2017-055

）

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

2018

年

07

月

02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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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0%

至

1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617.15

至

4,643.33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221.2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人员费用增加及业务规模扩张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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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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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856� � �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2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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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8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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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上述文件规定，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非金融企业中， 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

本通知附件1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已执行新金融准则或新收入准则的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和本通知附件2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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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

公司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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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变更日期

公司自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起按照相关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

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2018年6月25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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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变更外，其余会计处理仍

按照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

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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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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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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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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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原“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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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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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原“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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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及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执行变更后的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要求，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公司于2018年10月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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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的要求，对财务报表科目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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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变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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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

五、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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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财务报表科目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本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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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公

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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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装修

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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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6号-上

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等相关规定，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

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按业务类型分类订单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业务类型

2018

年第三季度新签订单金额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金额

2018

年第三季度已中标尚未签约订单金额

公共装修

49,766.62 62,018.77 4,621.83

住宅装修

6,521.05 20,152.89 223.36

幕墙装修

6,497.69 7,697.44 13,385.48

设计业务

226.42 3,990.54 55.46

合计

63,011.78 93,859.64 18,286.13

注：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供各位投资者参阅，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56� � � � � � � � � �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9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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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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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于2018年10月30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10月20日以

书面通知的形式传达。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7名，实到7名，公司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中小板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及《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该报告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中小板信息披露网站公告 《关于会计政策变

更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监

会指定中小板信息披露网站公告《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856� � � �证券简称：美芝股份 公告编号：2018-080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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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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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于2018年10月30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10�月20日以

电话通知形式传达。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向阳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3

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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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财务报表科目进行的合理变

更和调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本次

变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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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 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0760� � �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8-107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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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基于谨

慎性原则，对公司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收购江苏斯太尔、江苏斯太尔收购增资奥地利斯太尔事

项所形成的商誉账面余额97,165,584.77元全部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本次计提的商誉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1）2012年9月25日，武汉梧桐硅谷天堂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斯太尔动力（江苏）投

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江苏斯太尔” ） 以3,425万欧元收购斯太尔动力发动机有限公司

（Steyr� Motors� GmbH，以下简称“奥地利斯太尔” ），形成合并商誉206,763,666.29元，截止2017

年12月31日，根据各年度的资产评估报告，公司已累计计提商誉减值198,454,590.00元，商誉账

面余额为8,309,076.29元。

（2）公司于2013年11月完成非公开发行，并于2013年12月成功收购斯太尔动力（江苏）投

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合并商誉138,587,108.48元，截止2017年12月31日，根据各年度资产

评估报告，公司已累计计提商誉减值49,730,600.00元，商誉账面余额为88,856,508.48元。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公司于2018年8-9月委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四川分所和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对斯太尔动力（江苏）投

资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奥地利斯太尔截至2018年7月31日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和资产评估。 在

此期间，公司收到奥地利斯太尔报告，获悉其存在重组、清算风险，公司及时披露了《关于全资

孙公司存在重组清算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95）。 根据以上情况，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初稿）中，

对上述奥地利斯太尔和江苏投资的商誉账面余额97,165,584.77元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

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资产现状，基于谨慎性原则，经财务部门测算，公司对江苏斯太尔收

购奥地利斯太尔形成的商誉账面余额8,309,076.29元， 公司收购江苏斯太尔形成的商誉账面余

额88,856,508.48元，共计97,165,584.77元全部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9,716.56万元，计入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损益，影响公司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716.56万元； 相应减少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9,

716.56万元。

三、董事会对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收购江苏斯太尔、江苏斯太尔

收购增资奥地利斯太尔事项所形成的商誉账面余额97,165,584.77元全部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没有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能够公允的反映公

司的资产状况，资产价值信息更具合理性。 我们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审议《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计提商誉后，财务报表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

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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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奥地利斯太尔部分

开发支出费用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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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9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

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孙公司部分开发支出费用化

的议案》，同意全资孙公司Steyr� Motors� GmbH（以下简称“奥地利斯太尔” ）将部分开发支出

费用化。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相关开发支出转费用的具体情况

奥地利斯太尔在技术人员综合评估基础上， 认为有关研发项目受制于外部市场需求及内

部技术因素制约，预计项目进展及成果将不达预期，相关研发项目未来可能无法投入使用，并

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公司为控制经营风险，经审慎研究后，决定将相关研发项目终止，并将相

关开发支出69,846,900.86元在本报告期费用化。 终止的相关研发项目及投入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汇率 人民币

内部开发

支出

确认为无形资产 其他减少

SIMENS

项目

5,769,154.74 166,982.90 5,936,137.64 8.0111 47,554,992.25

SCR

整车尾气处理系统项目

295,839.25 295,839.25 8.0111 2,369,997.82

Paulweber Pinzgauer 525,969.81 40,546.79 566,516.60 8.0111 4,538,421.13

Thales 623,632.08 623,632.08 8.0111 4,995,978.96

General Dynamics Land Sys 1,296,639.75 1,296,639.75 8.0111 10,387,510.70

合计

8,511,235.63 207,529.69 8,718,765.32 8.0111 69,846,900.86

二、本次开发支出费用化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将相关研发项目终止并将开发支出费用化， 将增加当期合并报表研发费用69,

846,900.86元，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减少69,846,900.86元。

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开发支出费用化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将奥地利斯太尔公司部分开发支出费用化，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次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

上述议案。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60� � �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8-109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意孙公司奥地利斯太尔启动

重组清算程序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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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存在重组清算风险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18-095）， 公司全资孙公司Steyr� Motors� GmbH （以下简称 “奥地利斯太

尔” ）因拖欠供应商货款，存在重组清算风险。

2018年10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孙公司奥地利斯太尔资产重组清算的议案》，同意奥地利斯太尔根

据其实际财务状况及相关法律法规，向当地法院申请启动资产重组程序。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奥地利斯太尔基本情况

1、注册登记情况

（1）英文名称：Steyr� Motors� GmbH

（2）住 所：斯塔特古特B1,4407�奥地利斯太尔市

（3）注册号：FN� 208974s

（4）注册资本：3027.02万欧元

（5）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6）经营范围：提供柴油引擎的咨询、设计、生产、安装及售后服务。

2、股权机构

奥地利斯太尔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100%持股的全资子公

司。

二、本次重组清算的原因

根据《奥地利破产法》第66节、第67节相关之规定，若奥地利当地公司无偿债能力或过度

负债，将有义务向法院申请启动资产重组程序，由法院决定是否重组、清算或破产。 截至2018年

10月26日，奥地利斯太尔逾期债务已达到750万欧元，若奥地利斯太尔仍未能有效解决其债务

问题，将可向法院提交申请重组启动程序，由当地法院决定是否进行重组清算或者破产。

三、本次重组清算对公司的影响

2018年前三季度，奥地利斯太尔营业收入约为1.7亿元，约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95%，若

其重组清算将会对公司主营业务造成重大影响， 并对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截至目

前，奥地利斯太尔是否进入重组清算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重组事项对公司合

并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

四、独立董事关于同意孙公司奥地利斯太尔资产重组清算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同意奥地利斯太尔进行资产重组清算，是基于奥地利斯太尔实际情况及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奥地利斯

太尔向当地法院申请启动资产重组程序。

五、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截至目前，奥地利斯太尔尚未向当地法院提交资产重组申请，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

情况，若进展情况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标准，公司将按

照相关要求提交至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760� � � �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2018-110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及

其联系方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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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30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106），公司原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志喆先生因个人原因辞职。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尽快完成新任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

的选聘工作。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间，暂由公司董事长李晓振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其联系方式具体如下：

办公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武宜南路377号创新产业园2号楼；

联系电话：0519-8159� 5631；

电子信箱：000760@sterdl.com。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31日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221、900945� � � �公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第三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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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包启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兰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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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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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919,454 197,347,888 -4.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270,725 57,616,522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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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9,117 8,694,657 -5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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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55,361 45,182,402 1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8,977 2,757,764 -73.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197,610 2,470,731 -92.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1.26 3.84

减少

2.58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3 0.164 -73.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3 0.164 -73.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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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90,348 27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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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754 137,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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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6 20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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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76,9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240 15,68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2,768 -220,00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075 -61,041

所得税影响额

-47,912 -197,470

合计

135,659 53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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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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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4,089,167,580 24.33 0

质押

4,088,032,301

其他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

公司

862,848,902 5.13 0

质押

862,848,902

其他

长江财富

－

浦发银行

－

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

口分行

738,994,665 4.40 0

无 一 其他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93,941,394 3.53 0

质押

593,920,000

其他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517,671,098 3.08 0

质押

517,545,28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8,431,593 2.97 0

无 一 国有法人

招商财富

－

建设银行

－

中信信

托

－

中信·航源金融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460,893,854 2.74 0

无 一 其他

华福基金

－

兴业银行

－

长安国

际信托

－

长安信托·海航定增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460,893,854 2.74 0

无 一 其他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

铁信托·海南航空定向增发

权益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60,893,854 2.74 0

无 一 其他

中信建投基金

－

华夏银行

－

西

藏信托

－

西藏信托

－

顺景

27

号

单一资金信托

460,893,854 2.74 0

无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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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4,089,167,580

人民币普通股

4,089,167,580

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862,848,902

人民币普通股

862,848,902

长江财富

－

浦发银行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

738,994,665

人民币普通股

738,994,665

海航集团有限公司

593,941,394

人民币普通股

593,941,394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

517,671,098

人民币普通股

517,671,09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8,431,593

人民币普通股

498,431,593

招商财富

－

建设银行

－

中信信托

－

中信·航源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460,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60,893,854

华福基金

－

兴业银行

－

长安国际信托

－

长安信托·海航定增

1

号单一资

金信托

460,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60,893,854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铁信托·海南航空定向增发权益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60,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60,893,854

中信建投基金

－

华夏银行

－

西藏信托

－

西藏信托

－

顺景

27

号单一资金

信托

460,893,854

人民币普通股

460,893,8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 长江租赁有限公司为海航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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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1,306,926 1,759,561 -25.72

下降主要系本期预付经营性款项减少所致。

应收股利

362,613 125,719 188.43

上升主要系本期被投资单位分配股利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02,514 436,790 -53.64

下降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预收款项

4,051,050 2,907,702 39.32

上升主要系本期预售票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98,951 481,546 -37.92

下降主要系本期支付去年计提工资及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1,300,837 2,465,490 -47.24

下降主要系本期机场建设费结算周期缩短所致。

应付利息

1,054,587 777,990 35.55

上升主要系本期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00,000 6,990,066 -92.85

下降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融资券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30,009 324,516 -140.06

下降主要系本期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所致。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9

月 变动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4,548,393 2,172,325 109.38

上升主要系本期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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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券代码：600221、900945，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自2018年1月10日开市起停牌。经判断，本次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自2018年1月24日开

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

2018年6月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报告》等相关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海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其持有的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60.78%股份、HNA� Aviation（Hong� Kong）Technics� Holding� Co.,� Limited� 59.93%股份、

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100.00%股权；向交易对方天津创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购

买其持有的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29.72%股权；向交易对方海航集团西南总部有限公司购买

其持有的重庆西部航空控股有限公司60.00%股权， 并拟以询价方式向包括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在内的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不超过703,380.27万元。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7月20日复牌。截至本报告披

露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正在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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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包启发

日期:2018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编号：临2018-149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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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30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编号：临2018-150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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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30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5名，实际参会监事5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全

票通过了如下报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作出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一、公司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二、公司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地反映本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三、截至本审核意见出具之日，未发现参与本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