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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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范红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雪芬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
敏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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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上年度末
12,524,246.19

35.10

3,228,236.27

2,758,767.34

17.0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6,920,699.88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2,662,383.11

568,034.7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营业收入

368.70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7,632,880.45

4,383,15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1,716.61

365,251.65

8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662,367.52

323,318.55

104.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4.14

22.84

14.81

增加8.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8

0.56

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8

0.56

7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金额
（7－9月）

项目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说明

575,289.69

45,9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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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44,061.93

141,285,224.5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2,067,262.44

58,247,619.23

-18,257,233.88

57,179,922.76

-4,743,535.53

760,9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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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5,107,472.79

-14,192,120.96

-18,925,907.09

-49,836,576.64

16,552,464.77

193,490,929.70

合计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4,00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质押或冻结情况
比例(%)

期末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2,119,746,874

30.11

0

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

数量

质押

1,498,478,926

21.29

1,498,478,926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886,105,969

12.59

886,105,969

无

境内自然人

德诚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732,711,668

10.41

0

质押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
产－招商银行－定增精选43号
资产管理产品

118,720,000

1.69

0

无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88,461,914

1.26

0

无

其他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
有限公司

82,737,837

1.18

0

无

国有法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246,659

1.14

0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4,239,061

0.91

0

无

境外法人

江苏和高投资有限公司

61,952,065

0.88

0

无

466,515,000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数量

2,119,746,874

人民币普通股

2,119,746,874

德诚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732,711,668

人民币普通股

732,711,668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中意资产－招商银行－定增精选43号资产管理产品

118,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720,000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8,461,914

人民币普通股

88,461,914

大连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82,737,837

人民币普通股

82,737,83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0,246,659

人民币普通股

80,246,65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64,239,061

人民币普通股

64,239,061

江苏和高投资有限公司

61,952,065

人民币普通股

61,952,065

霍尔果斯凯恩时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442,978

人民币普通股

55,442,978

海来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52,246,838

人民币普通股

52,246,83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恒力集团、恒能投资、范红卫、德诚利和和高投资互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报告期内无优先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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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原因

货币资金

20,667,016,223.69

12,323,055,110.55

主要系公司盈利增加、 恒力炼化预收款
67.71%
增加、公司债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应收账款

3,882,020,050.63

483,777,271.90

主要 系 2000万吨 /年 炼 化 一 体 化 项 目投
702.44% 产，公司销售额增加，新增的化工品销售
有7-10天的账期

819,456,842.21

112.07% 主要系恒力炼化预付材料采购款所致

预付款项

1,737,849,485.13

其他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4,460,190,090.95

2,561,325,874.71

81,998,708,798.89

24,056,286,056.41

240.86%

46,007,545,914.76

主要 系 2000万吨 /年 炼 化 一 体 化 项 目在
建工程转固定资产，同时新增乙烯项目、
-71.44%
PTA-4、PTA-5、恒 科 新 材 项 目 、 工 业 丝
项目建设所致

13,140,829,773.89

长期待摊费用

1,829,267,585.36

74.14% 主要系理财产品及消费税增加所致
主要 系 2000万 吨 /年 炼 化 一 体 化 项 目在
建工程转固定资产

49,110,903.57

3624.77% 主要系催化剂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30,632.00

27,288,905.76

-74.60% 主要系资产减值损失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139,273,312.63

10,564,815,911.02

52.76%

主要为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和增值税待
抵扣进项税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6,447,834,054.29

22,990,526,338.94

58.53%

主要 系 2000万 吨 /年 炼 化 一 体 化 项 目投
产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18,418,299,303.60

10,598,769,315.84

主要 系 本 期 2000万 吨 /年 炼 化 一 体 化项
73.78% 目投产， 采购原油支付的信用证金额增
加较多

预收款项

5,404,828,261.55

919,972,893.85

应交税费

487.50% 主要系恒力炼化预售款大幅增加所致

1,066,048,482.08

66,253,445.10

其他应付款

748,837,448.28

551,308,898.97

长期应付款

256,160,257.71

42,551,273.01

502.00% 主要系本期新增融资租赁

2,381,829.00

11,101,938.09

-78.55%

外汇套期工具公允价值变动对应的递延
所得税负债减少

股本

7,039,099,786.00

5,052,789,925.00

39.31%

公司本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致使股本
增加

库存股

1,240,821,266.55

596,200,729.43

递延所得税负债

未分配利润

7,414,427,491.34

项 目

1509.05% 主要系公司税费增加所致
35.83% 主要系与客户的保证金所致

108.12% 公司发生回购股份数量增加

2,086,993,751.18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255.27%

本期经营状况良好， 公司利润大幅增加
所致

变动比率

原因

营业收入

76,328,804,483.84

43,831,521,014.42

74.14%

主要 系 2000万 吨 /年 炼 化 一 体 化 项 目投
产，公司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62,602,799,130.03

36,593,791,432.10

71.07%

主要 系 2000万 吨 /年 炼 化 一 体 化 项 目投
产，使公司营业成本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923,309,356.69

260,518,861.12

254.41%

主要 系 恒 力 炼 化 2000万 吨 /年 炼 化 一体
化项目投产，税费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620,949,154.66

410,001,973.47

51.45%

主要系公司销售额较去年同期较大幅度
提高，销售费用也一并增加

管理费用

666,967,064.76

465,712,404.83

43.21%

本期炼化项目投产， 管理费用较上年同
期较多

财务费用

2,073,525,092.97

1,207,706,371.70

营业外收入

6,998,828.02

所得税费用

71.69% 主要系利息支出增加

3,851,530.34

81.72% 本期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较多

2,124,778,732.02

737,616,834.74

经营活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26,623,831,052.32

5,680,347,925.02

368.70%

主要 系 2000万吨 /年 炼 化 一 体 化 项 目投
产，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有较大变化

投资活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36,448,207,401.13

-25,477,114,885.84

不适用

主要系2000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乙
烯项目、PTA项目支付所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
加较多

筹资活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5,251,799,186.26

28,369,333,904.84

188.06% 本期经营情况良好，利润增加所致

主要系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减 少 ，
-46.24%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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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范红卫
日期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46
债券代码：155749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债券简称：19恒力01

公告编号：2019-089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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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第十八号一一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
2019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1-9月
产量（万吨）

2019年1-9月
销量（万吨）

2019年1-9月
营业收入（万元）

民用涤纶长丝

98.80

98.67

工业涤纶长丝

10.87

10.73

112,384.69

聚酯切片

63.69

55.27

366,410.63

工程塑料及聚酯薄膜

30.83

32.37

284,984.91

PTA

530.18

411.36

2,195,425.93

化工品

479.30

478.41

1,958,945.84

成品油

171.91

170.79

772,476.67

962,961.28

注：2019年三季度，主要产品PTA产量含下游自用部分；PTA销量含贸易量，不含下游自用量;
化工品不含自用的PX和醋酸。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1-9月
平均售价（元/吨）

2018年1-9月
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率（%）

民用涤纶长丝

9,759.23

10,724.28

-9.00

工业涤纶长丝

10,478.02

12,720.85

-17.63

聚酯切片

6,629.53

7,440.79

-10.90

工程塑料及聚酯薄膜

8,803.10

10,367.47

-15.09

PTA

5,337.05

5,407.96

-1.31

化工品

4,094.70

-

-

成品油

4,522.85

-

-

注：化工品的平均单价不含公司内部使用的PX等其他产品的单价。
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原料
MEG
煤炭

2019年1-9月
平均进价（元/吨）

2018年1-9月
平均进价（元/吨）
4,147.45
528.11

变动比率（%）
6,420.07

-35.40

600.03

-11.99

丁二醇

7,431.89

9,372.29

-20.70

PX

6,958.60

6,839.51

1.74

原油

3,376.55

3,674.93

-8.12

注：PX的平均单价系外部采购PX的均价，不含恒力炼化项目所生产的PX的销售均价，主要
为2019年上半年采购，因此均价相对较高。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46
债券代码：155749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债券简称：19恒力01

证券代码：600346
债券代码：155749

证券简称：恒力石化
债券简称：19恒力01

公告编号：2019-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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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恒力集团” ）通知，获悉恒力集团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2019年10月21日， 恒力集团分别将其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129,22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4%）、152,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解除质押，相关解除质押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恒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73,821,622股，持股比例为76.34%。
本次股份质押解除后，恒力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477,715,000股，占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的27.50%，占公司总股本的20.99%。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293,020,000

范红卫

股东名称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华宝信托-恒力股份控股股东及关联附属企业员工持股二期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以下简称“
信托计划” ）。 截至2018年10月26日，信托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方式累计购入
公司股票5,786,2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11%，成交金额为79,658,921.59元，成交均价13.7671
元/股。 上述购买的股票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为2018年10月26日起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8年10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恒
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附属企业之部分员工成立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份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1）。
由于公司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截至本公告日，“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信
托－恒力股份控股股东及关联附属企业员工持股二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持有本公司股票8,100,
68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2%。
二、本信托计划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本信托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信托－恒力股份控股股东及关
联附属企业员工持股二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将根据信托计划的安排、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卖出
股票。
三、存续期和终止
1、本信托计划的存续期为24个月，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算。 后续经履行相关规定的程序
后，持有人大会可根据市场情况办理本信托计划的展期。
2、本信托计划的锁定期届满后，在信托计划资产均为货币资金后，本信托计划可提前终止。
3、本信托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本信托
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解除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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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名称
（全称）

公司简称：恒力石化
债券简称：19恒力01

公告编号：2019-090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关联附属企业之
部分员工成立信托计划增持公司
股份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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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控股股东及关联附属企业之部分员工成立
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信托计划” ）增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将于2019年10月26日届满，根据中国
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现将本信托计划锁定期满后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信托计划的持股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力集团” ）及关联附属企业已委托华宝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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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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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以现场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长范红卫女士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恒力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逐项认真审议，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7）。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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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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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等无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9年4月30日， 财政部发布 《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6号）（以下简称“
财会[2019]6号）” 的通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财会[2019]6号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019年5月9日， 财政部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一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19修订）
（财会[2019]8号）（以下简称“
财会[2019]8号” ），并要求自2019年6月10号起施行。
2019年5月16日， 财政部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一一债务重组》（2019修订）（财会
[2019]9号）（以下简称“
财会[2019]9号” ），并要求自2019年6月17号起施行。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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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会[2019]16号”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一）变更的主要内容
1、根据财会[2019]6号有关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和新租赁准则
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6号通知附件1和附件2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和科目列报进行相应
调整。
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以下主要变动：
（1）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将原“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
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项目；
资产负债表将原“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 及“
应付账款” 两个项目。
（2）利润表
将利润表“
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
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列示）” 。
（3）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的还
是与收益相关，均在“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股本” 反映了企业发行的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
工具的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明确了“
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股本” 项目
的填列口径，明确该项目根据金融工具类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
2、根据财会[2019]8号有关要求，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 ，其适用于第14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义中将收
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
资产” 改为“
权利” ；
（2）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
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3、根据财会[2019]9号有关要求，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债权人让步行为” 改为将“
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 ；
（1）将原“
资本” 改为债务转为“
权益工具” ；
（2）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
（3）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新金融工具准则协
调一致，同时删除关于或有应收、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
（4）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4、根据财会[2019]16号有关要求，公司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1）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等行项目，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
“
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行项目。
（2）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
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三个行项目，将“应付
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
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 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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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
专项储备” 行项目和列项目。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有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等无影响。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依据国家财政部文件的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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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
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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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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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 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以现场方式
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卫明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和《恒力石化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
各项规定；
2、2019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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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包
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一致同意该报告。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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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精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盛世蓝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三得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优胜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深度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金砖四国积极配置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机遇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全球商品主题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沪深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双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周期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理财7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优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双盈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800医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800有色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年年有余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800金融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幸福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薪金宝货币市场基金
信诚中证TMT产业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选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锐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旺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智能家居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中证基建工程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鼎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信保诚稳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惠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惠泽 18 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景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新悦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永益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悦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稳鑫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理财28日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至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信诚新泽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量化阿尔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信诚智惠金货币市场基金
中信保诚嘉鑫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至兴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稳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新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景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景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信保诚创新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共67只基金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s://www.citicprufunds.com.cn） 和 中国 证 监会 基 金 电 子 披 露 网 站（http:
//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66-0066）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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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19年第3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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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银河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稳
健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竞争优势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行业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沪深300价
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银河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创新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消费驱动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银河通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银河主题策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银河领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增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银河久益回报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定投宝中证腾讯济安价值100A股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美丽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银河康乐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丰利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
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鑫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银河转型增长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鸿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智联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大
国智造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旺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银河君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君荣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银河君信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君耀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君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君怡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君润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睿利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君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君辉3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银河量化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
钱包货币市场基金、银河量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智慧主题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量化稳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铭忆3个月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嘉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银河睿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庭芳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银河鑫月享6个月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银河中证沪港深高股息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LOF）、银河文体娱乐主题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景行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银河睿嘉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沃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银河睿丰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和美生活主题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如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家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银河嘉裕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中债-1-3年久期央企20债券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银河乐活优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银河睿安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银河丰泰3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季度报告
全文于2019年10月24日在本公司网站（www.galaxyasset.com）和中国证监会基
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
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0-0860）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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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B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B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工
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500B；交易
代码：150056）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19
年10月22日，500B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517元， 相对于当日1.0644元的基金
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42.52%。截止2019年10月23日，500B二级市场的收
盘价为1.517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
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500B表现为高风险、 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500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
500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份额（基金简称：工银500，基金代码：164809）净值和500A份额（场
内简称：500A，场内代码：150055）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500B的波动性要高
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500B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
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500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
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
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睿智中证5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
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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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近期，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工银
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高铁B端；交
易代码：150326）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
2019年10月22日，高铁B端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65元，相对于当日0.9147元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49.23%。 截止2019年10月23日，高铁B端二
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365元， 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投资者如果盲目投
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高铁B端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高铁B端内含杠杆机制的设
计，高铁B端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基金简称：高铁母基，基金代码：164820）净值和高铁
A端份额（场内简称：高铁A端，场内代码：150325）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高
铁B端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高铁B端的持有人
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高铁B端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
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
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高铁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
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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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3356

证券简称：华菱精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4日

公告编号：2019-067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窗口期买卖股票及短线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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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薛飞先生股
票账户于10月22日买入公司股票， 上述交易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不得在窗口
期买卖股票的规定，同时构成了短线交易，现将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一、本次窗口期买卖股票及短线交易具体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薛飞报告，其股票账户于2019年10月22日买入公司股票5000
股，成交价格13.43元/股，由于公司拟定于2019年10月25日披露2019年第三季度
报告，薛飞先生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等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不得在窗口期
买卖公司股票的相关规定。
薛飞先生于2019年2月2日披露了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 薛飞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预计减持数量合计不超过3,200,000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2.40%。 公司于2019年9月3日披露了《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2019-063），截至2019年8月30日，
薛飞先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66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 薛飞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32,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
具体交易明细如下：
成交日期

买入/卖出

变动数量（股）

成交均价（元/股）

备注

3.7

卖出

940000

14.9464

竞价交易

3.8

卖出

390000

14.6315

竞价交易

8.13

卖出

492000

12.1664

竞价交易

8.14

卖出

838000

12.232

竞价交易

8.29

卖出

532000

11.29

大宗交易

10.22

买入

5000

13.43

竞价交易

薛飞先生股票账户于2019年10月22日买入公司股票的行为违反了 《证券
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构成了短线交易。
二、本次事项的处理情况

1、依据《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
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
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得收益” 。 在短线交易期间，薛飞先生买卖公司股票未获
得收益。
2、依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
理规则》，薛飞先生违反了窗口期买卖股票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向全体董事、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薛飞先生在窗口期买卖公司股票并短线交易的行为予以
通报，并要求引以为戒。
3、经与薛飞先生核实，其因本人工作繁忙，股票账户由其配偶代为管理。
因薛飞先生在上海工作，配偶长期居住在澳大利亚，对配偶的操作行为并不知
情。 薛飞先生已认识到本次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并就本次行为向公司及广大投
资者表示歉意， 同时承诺加强对相应监管措施的学习， 严格管理自身股票账
户，勤勉履行自身义务，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自觉维护证
券市场内秩序。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进一步要求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加强对《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并要求相关人员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杜绝此类事件再
次发生。
特此公告。
宣城市华菱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