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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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锦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叶彩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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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1,105,660.32 2,483,123,555.32 -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元）

681,787,460.53 683,710,097.35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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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510,339.42 -10.42% 1,286,087,088.96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元）

6,801,548.18 -58.00% -9,476,963.68 -139.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4,620,495.98 161.73% 10,631,567.73 457.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

-- -- 145,759,300.81 18.58%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53 -57.94% -0.0074 -13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53 -57.94% -0.0074 -13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1% -1.39% -1.40% -4.9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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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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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150.9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883,482.5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6,686.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73,255.29

合计 -20,108,53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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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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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新丝路

进取一号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5.71% 201,961,208

深圳市国青

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9% 146,473,200

梁秀莲 境内自然人 1.66% 21,292,685

林俊秀 境内自然人 1.55% 19,876,500

陈锦容 境内自然人 1.29% 16,619,618

石春虎 境内自然人 0.94% 12,066,020

李骏华 境内自然人 0.92% 11,835,900

孙钱 境内自然人 0.76% 9,709,344

李永强 境内自然人 0.72% 9,317,567

谢筱蕾 境内自然人 0.55% 7,092,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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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新丝路进取一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961,208

人民币普通

股

201,961,208

深圳市国青科技有限公司 146,473,200

人民币普通

股

146,473,200

梁秀莲 21,292,685

人民币普通

股

21,292,685

林俊秀 19,876,500

人民币普通

股

19,876,500

陈锦容 16,619,618

人民币普通

股

16,619,618

石春虎 12,066,020

人民币普通

股

12,066,020

李骏华 11,835,9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835,900

孙钱 9,709,344

人民币普通

股

9,709,344

李永强 9,317,567

人民币普通

股

9,317,567

谢筱蕾 7,092,938

人民币普通

股

7,092,9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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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 9月 30日

2018年 12月 31

日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变动金额 变动率

应收票据 26,848,176.61 8,547,269.83 18,300,906.78 214.11%

主要由于本期末持有客户

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所致。

预付款项 121,320,512.82 78,080,491.44 43,240,021.38 55.38%

主要是由于本期预付原材

料款增加所致。

其 他 应 收

款

33,786,177.10 57,886,545.78 -24,100,368.68 -41.63%

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回股权

转让款所致。

应付票据 50,000,000.00 50,000,000.00 100.00%

主要是由于本期开出票据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0,323,442.04 19,917,043.77 -9,593,601.73 -48.17%

主要是由于预收客户租赁

款本年确认为收入所致。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负债

1,171,314,102.43 689,000,000.00 482,314,102.43 70.00%

主要由于长期借款将于一

年内到期转至该科目所致。

长期借款 524,012,820.48 -524,012,820.48

-100.

00%

主要由于长期借款将于一

年内到期转至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核算所致。

递延收益 3,446,129.07 2,486,000.01 960,129.06 38.62%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年 9月 30

日

2018年 9月 30

日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变动金额 变动率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

填列）

-1,173,238.95 -1,173,238.95

-100.

00%

主要为应收账款信用损

失，上年同期在“资产减

值损失”核算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

填列）

- -4,143,971.04 4,143,971.04 100.00%

主要为应收账款坏账计

提，本期在“信用减值损

失”核算

资产处置收益

（损失以“-” 号

填列）

-5,141.50 57,629,086.43 -57,634,227.93

-100.

01%

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处置

了昆山不动产产生收益，

本年资产处置项目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 549,293.92 5,603,113.65 -5,053,819.73 -90.20%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的政

府补贴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9年 9月 30

日

2018年 9月 30

日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变动金额 变动率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7,151,271.38 3,424,164.55 -30,575,435.93

-892.

93%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处置

资产款项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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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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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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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所作承诺

陕西新 丝

路进取 一

号投资 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关于同 业

竞争承诺

在本企 业

成为上 市

公司第 一

大股东 期

间，不会从

事与上 市

公司相同、

相似的 业

务。若本企

业控制 的

企业与 上

市公司 存

在经营 上

的竞争 关

系，本企业

承诺将 在

相关企 业

规范运作、

符合资 产

注入条 件

的前提下，

在本企 业

成为上 市

公司第 一

大股东 后

的三年内，

将经营 上

存在竞 争

的业务 以

符合上 市

公司股 东

利益的 方

式注入 上

市公司，或

者转让 给

无关联 第

三方。

2019 年 05

月 06日

长期 正常履行

陕西新 丝

路进取 一

号投资 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关于关 联

交易承诺

本企业 及

下属企 业

将采取 措

施规范 并

尽量减 少

与上市 公

司之间 的

关联交易。

在进行 确

有必要 的

关联交 易

时，保证按

市场化 原

则和公 允

价格进行，

并将严 格

按照有 关

法 律 、 法

规、规范性

文件以 及

上市公 司

《公 司 章

程》等的相

关规定，履

行关联 交

易决策 程

序及信 息

披露义务，

保证不 通

过关联 交

易损害 上

市公司 及

其他股 东

的合法 利

益。

2019 年 05

月 06日

长期 正常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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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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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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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7 月 01 日

-2019年 09月 3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在不违反信息披露原则和

重大信息保密制度的前提下，认

真、及时地回应投资者关于公司

基本经营情况、 财务管理状况、

等方面的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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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659� � �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19-065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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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十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0

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年 10月 22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刘锦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8人，实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讨论与会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登

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2日

证券代码：000659� � �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19-066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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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 2019年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 10月

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年 10月 22日以现场方式举行。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孔德山先生主

持，监事会 3名成员全部出席，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讨

论与会监事以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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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细内容请参阅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登

载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

文》。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 10月 22日

证券代码：600201� � � �证券简称：生物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54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批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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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期获得农业农村部核发相应疫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基础上，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产品

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农业农村部审查，准予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控股子公司辽宁益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益康” ）生产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二

联耐热保护剂活疫苗（La� Sota株 +H120株），详情如下：

一、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基本信息

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兽药生字 060132332

通用名称：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二联耐热保护剂活疫苗（La� Sota株 +H120株）

商品名称：新支立康

含量规格：500羽份 /瓶；1000羽份 /瓶；2000羽份 /瓶

批文有效期：2019-09-30至 2024-09-29

二、新兽药产品研发情况

上述新兽药产品于 2012 年获得临床批准，辽宁益康独立自主研发并完成了临床试验，随后开展新兽

药证书的注册申报工作。 辽宁益康于 2019年 8月 23日获得上述产品的新兽药注册证书，并积极开展新兽

药产品批准文号的申报工作。 截至目前该产品发生的研发费用为 334万元。

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未能获得国内市场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二联耐热保护剂活疫苗（La� Sota 株

+H120株）的具体销售数据。

三、新兽药产品上市前的相关程序

在该新兽药产品上市销售前，辽宁益康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的要

求，开展产品批准文号申请及报审相关工作，并取得该兽药产品批准文号，已具备上市销售条件。

四、新兽药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辽宁益康取得上述兽药产品批准文号，是公司持续重视研发创新的结果，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兽用疫苗

产品结构，对持续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和市场竞争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特此公告。

金宇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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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方隽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邓水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琼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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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154,336.71 2,114,290,829.96 -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582,630,799.69 1,556,317,116.01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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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144,657.53 -32.14% 655,705,525.58 -3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1,611,016.20 -57.89% 95,747,763.39 -5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0,555,539.02 -33.17% 92,563,230.10 -53.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6,484,817.68 -35.75% 305,152,156.38 336.6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610 -58.33% 0.3704 -53.6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610 -58.33% 0.3704 -53.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2% -4.15% 6.05% -8.2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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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3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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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7,7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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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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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884,768.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6,175.5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15,113.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61,976.46

合计 3,184,53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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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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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元龙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71

%

125,888,

275

125,888,275 质押 18,000,000

安吉百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01% 15,541,762 15,541,762 质押 8,3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09% 10,582,987 0

方隽云 境内自然人 2.25% 5,807,710 5,807,710

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1% 4,929,400 0 质押 1,500,0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97% 2,496,882 0

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1% 2,362,763 0

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7% 2,240,050 0

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7% 2,240,020 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险分红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9% 2,04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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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582,987

人民币普通

股

10,582,987

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929,400

人民币普通

股

4,929,40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2,496,882

人民币普通

股

2,496,882

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362,763

人民币普通

股

2,362,763

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240,050

人民币普通

股

2,240,050

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240,020

人民币普通

股

2,240,02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

分红

2,046,307

人民币普通

股

2,046,307

共青城蕴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蕴沣厚德二号

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716,379

人民币普通

股

1,716,379

魏尔平 1,704,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704,000

共青城蕴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蕴沣稳健投资

1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

1,571,500

人民币普通

股

1,571,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除

此以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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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浙江上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 1,000,000股；股东共青城蕴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蕴沣厚德

二号证券投资私募基金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 1,716,379股；股东共青城蕴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蕴沣稳健投资 1 号证券

投资私募基金通过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571,

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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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预付账款报告期末金额为 1,172.19 万元，比年初增加 30.58%，主要系第三季度产能恢复，部分原材

料采购进度加快所致；

2、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金额为 365.15万元，比年初减少 62.22%，主要系年初应收出口退税款项本期收

回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金额为 1,196.58万元，比年初减少 46.92%，主要系本期进项税留抵额减少所

致；

4、在建工程报告期末金额为 18,494.11万元，比年初增加 41.78%，主要系本期公司“年产 6万吨片式电

子元器件封装薄型纸质载带生产项目（二期）”投入增加所致；

5、短期借款报告期末金额为 4,900 万元，比年初减少 65.98%，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良好，偿还

部分短期贷款所致；

6、应付票据报告期末金额为 160万元，比年初减少 69.34%，主要系本期用票据支付业务减少所致；

7、应付账款报告期末金额为 11,768.97万元，比年初减少 37.06%，主要系本期控制采购支出所致；

8、应交税费报告期末金额为 564.11 万元，比年初金额增加 113.27%，主要系本期产生的应交税费增加

所致；

9、长期借款报告期末金额为 16,491.3 万元，比年初金额增加 67.13%，主要系本期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相应增加工程项目长期借款所致；

10、递延所得税负债报告期末金额为 2,415.73 万元，比年初金额增加 32.26%，主要系本期享受加速折

旧税收优惠政策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收入本年累计同比下降 34.55%，主要系受下游客户消化库存影响，以及电子信息产品处于更新

换代期的影响，本期订单量同比下降所致；

2、营业成本本年累计同比下降 31.4%，主要系销售量下降所致；

3、财务费用本年累计同比增加 43.23%，主要系本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跌幅小于上年同期，账上美元

资产的汇兑净收益同比下降所致；

4、信用减值损失本期金额为 687.35万，去年同期为 0，主要系本期执行新金融准则以及新会计报表格

式，增加的新科目，为上年同期的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冲回 687.35 万，主要系客户信用良好，应收账款回款

及时；

5、利润总额本年累计同比下降 57.25%，主要系本期客户消化库存、订单减少所致；

6、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 78.58%，主要系本期销售下降，应纳税所得额同比下降所致；

7、净利润同比下降 53.11%，主要系本期客户消化库存、订单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336.64%，主要系公司客户资信良好，货款及时到位以及控

制采购支出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207.76%，主要系本期经营性现金流较好，借款流入减少，偿

还借款增加所致；

3、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同比上升 124.42%，主要系本期经营性现金充足，美元货币存

款同比增加所致；

4、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同比上升 75.30%，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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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 2019 年 8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

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A股），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 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

民币 42元 /股（含）。 2019年 9月 17日公司公告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 2019-053），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截至 9月 30日，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实施本次股份回购。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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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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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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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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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09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信息：《2019

年 9月 6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 09月 05

日

实地调研 个人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投资者关系信息：《2019

年 9月 6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隽云

二O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859� � �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19-061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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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以直接发放、邮寄、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二）以现场及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7 名，会议由董事长方隽云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全文》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实施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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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7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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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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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2日下午 15：00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云霞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和〈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68条规定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3 号一一季度

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

的审核，并提出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

2、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能真实地反映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3、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

规定的行为。

因此，我们保证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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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3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全文》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为 3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10月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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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10月 2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 2019 年 9 月 27 日颁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 版） 的通知》（财会

【2019】16 号，以下简称“修订通知”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 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修订通知》的有关要求，公司应当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 201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均执行《修订通知》规定的合并

财务报表格式。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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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财

政部前期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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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后执行，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此议案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修订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和“应收款项融

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专项储备”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将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

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效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

合并利润表删除“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 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

追溯调整，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无实质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

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实施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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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

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财会〔2019〕8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一一债务重组》（财会〔2019〕9 号）进行的合理变更，是符合规定的，执行会

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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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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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Chongqing� Iron� &� Steel� Company� Limited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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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 2019 年 10 月

22日上午 9:30在公司会议中心小礼堂现场召开。

会议通知按规定提前送达持有人。

本次会议应出席持有人 111人，实际出席持有人 111人，占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 100%。 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孟祥云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持有人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章程》

表决结果（按份额比例计）：同意 100%，反对 0%，弃权 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并授权管理委员会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事宜的议案》

员工持股计划设立管理委员会，并授权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

表决结果（按份额比例计）：同意 100%，反对 0%，弃权 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候选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永祥、肖玉新、吕峰为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按份额比例计）：同意 100%，反对 0%，弃权 0%

（于同日召开的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会议选举李永祥为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主任）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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