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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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现全、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江广同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江广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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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186,891.57 1,729,926,879.72 2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10,195,710.15 1,357,256,285.96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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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800,476.46 165,340,935.42 5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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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2,035,701.49 1,147,224,157.84 0.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0,516,766.12 179,301,174.08 -1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55,054,439.83 170,091,211.20 -8.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50 14.85 减少4.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34 1.60 -1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34 1.60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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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355.68 -599,660.0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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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9,590.21 2,407,816.4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

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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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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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7,675.57 -6,988,958.3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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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

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256.86 -78,409.8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742,875.39 721,538.03

合计 -4,455,308.79 -4,537,67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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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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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现全 37,537,208 33.52 37,537,208 无 境内自然人

陈绪潇 20,703,437 18.49 无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2,400 3.48 无 其他

李壮 2,655,659 2.37 无 境内自然人

南通松禾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535,640 2.26 无 其他

陈鸣宇 2,073,300 1.85 无 境内自然人

贾玉玲 1,511,916 1.35 无 境内自然人

王萍 1,480,000 1.3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孙利娟 1,327,505 1.19 1,327,505 无 境内自然人

于素珍 710,000 0.6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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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绪潇 20,703,437 人民币普通股 20,703,437

深圳市松禾成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902,4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2,400

李壮 2,655,659 人民币普通股 2,655,659

南通松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35,640 人民币普通股 2,535,640

陈鸣宇 2,073,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3,300

贾玉玲 1,511,916 人民币普通股 1,511,916

王萍 1,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0,000

于素珍 7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10,000

张新阳 700,06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60

张海甫 6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680,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王现全与孙利娟为夫妻关系，陈鸣宇与陈绪潇为夫妻关系，贾玉玲与陈绪潇为婆媳关

系，贾玉玲与陈鸣宇为母子关系，深圳松禾与南通松禾为同一控制下的机构投资者。除上述关联关

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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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或本期金额） 年初金额（或上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9,436,494.77 305,925,589.77 -31.54

主要系辽宁先达新建项目支出、 购买理财

产品所致

应收票据 5,762,473.95 36,753,372.00 -84.32 主要系票据进行支付货款所致

预付款项 92,744,709.05 63,847,938.44 45.26 主要系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365,472.01 814,189.79 313.35 主要系本期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存货 456,730,115.68 370,822,568.64 23.17 主要系为原材料备货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57,419,707.47 66,401,393.32 438.27 主要系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417,156,657.06 139,689,197.32 198.63 主要系辽宁先达新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82,119.63 11,941,875.66 -44.04 主要系预计负债变动所致

短期借款 30,000,000.00 20,000,000.00 50.00 主要系本期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账款 226,325,493.30 124,838,924.23 81.29

主要系辽宁先达应付工程款和设备款增加

所致

预收款项 118,758,370.48 48,560,235.03 144.56 主要系本期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5,263,486.71 33,139,100.75 -23.77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计提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3,399,171.53 2,119,919.44 60.34 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2,687,470.30 4,975,911.82 -45.99 主要系本期结算上年计提运费所致

预计负债 8,712,537.57 37,160,193.30 -76.55

主要系计提危废费用本期进行转移支付所

致

递延收益 21,420,816.03 4,271,039.17 401.54

主要系本期辽宁先达收到项目专项资金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3,835.50 160,070.02 -22.64 主要系固定资产加速计提折旧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116,932,320.56 93,244,773.15 25.40 主要系辽宁先达投产前费用所致

财务费用 -3,698,334.07 -10,077,271.79 63.30 主要系汇兑损益变动所致

其他收益 2,407,816.47 6,363,500.03 -62.16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较少所致

投资收益 -6,988,958.34 7,072,120.88 -198.82 主要系出口产品美元锁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175,185.37 -6,936,471.75 -160.19 主要系转回上期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58,800,476.46 165,340,935.42 56.53 主要系调整销售回款政策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49,132,258.32 -376,668,803.65 45.79 主要系辽宁先达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51,540,281.24 7,834,742.99 1834.21 主要系本期新增辽宁先达项目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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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现全

日期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603086� � � �证券简称：先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9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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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董事会会议” ）于2019年10月23日以邮件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本次董

事会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应

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现全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9年1-9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5,203.57万元、 利润总额18,906.02万元、 净利润15,

051.6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505.44万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全资子公司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

司资本实力，提高其竞争力与影响力。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万元对潍坊先达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潍坊先达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5,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5,000万元，公司仍持

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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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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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监事会会议” ）于2019年10月23日以电话和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本次监

事会会议于2019年10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侯天法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2019年1-9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5,203.57万元、 利润总额18,906.02万元、 净利润15,

051.6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5,505.44万元。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谨慎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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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及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各项规定。

2.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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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

3.在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过程中，未发现参与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4.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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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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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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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标的名称：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司

●增资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本次增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一）本次增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全资子公司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潍坊先达” ）资本实力，提高其竞争力与影响力。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10,000

万元对潍坊先达进行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潍坊先达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5,000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15,000万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

增资的议案》，同意本次对潍坊先达增资事项。

根据《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增资的标的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向潍坊先达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潍坊先达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潍坊滨海经济开发区临港化工园东二户

法定代表人：李壮

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6年6月05日

经营范围：农药原药、制剂、农药化工中间体的研发、生产（合成、配制）和销售（以安全生

产许可证核准的产品为准，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产、销售：亚磷酸、醇基液体燃料（有限

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生产、销售：氯化钠、醋酸钠；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

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增资标的财务状况

潍坊先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9.30/2019.1-9月 2018.12.31/2018年度

资产总额 44,035.21 47,638.36

负债总额 23,331.27 28,447.25

净资产 20,703.94 19,191.12

营业收入 53,354.50 89,829.62

净利润 1,448.40 4,711.61

是否审计 未经审计 经审计

（三）增资方式

本次增资方式为现金方式，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四）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后，公司均持有潍坊先达100%股权。

三、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为进一步增强潍坊先达资本实力，提高其竞争力与影响力。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

于自有资金，增资后潍坊先达仍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增资风险分析

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潍坊先达进行增资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但潍坊先达未来的发展受

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及发展趋势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公司将充分关注行业及市场的变化，不断完善子公司相关管理机制，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

及市场变化，降低经营和市场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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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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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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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等相关规定，山东先

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均不

含税）：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产品

类别

主要产品 2019年1-9月份折百产量（吨） 2019年1-9月折百销量（吨） 2019年1-9月份销售金额（万元）

除草剂

烯草酮系列 2,487.13 2,315.19 46,162.21

咪草烟系列 506.84 564.45 12,448.19

灭草烟系列 202.09 263.06 6,054.76

异噁草松系列 1,790.27 1,660.74 16,200.84

杀菌剂 烯酰吗啉系列 791.92 778.75 11,914.34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产品

类别

主要产品

2018年1-9月份平均售价（万元/

吨）

2019年1-9月份平均售价（万元/

吨）

变动比率（%）

除草剂

烯草酮系列 18.18 19.94 9.69

咪草烟系列 19.05 22.05 15.77

灭草烟系列 19.02 23.02 21.02

异噁草松系列 9.51 9.76 2.52

杀菌剂 烯酰吗啉系列 10.45 15.30 46.41

注：异噁草松系列产量和售价去年同期为精品和粗品混合披露，2019年统一调整为精品口

径披露，去年同期随之调整。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2018年1-9月份平均进价（万元/

吨）

2019年1-9月份平均进价（万元/

吨）

变动比率（%）

氯代特戊酰氯 2.68 2.45 -8.48

巴豆醛 1.15 1.21 5.16

氯代胺 6.31 7.53 19.39

2,3-吡啶二甲酸 6.67 7.64 14.69

邻氯氯苄 1.04 1.12 7.76

吗啉 2.00 1.58 -20.86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

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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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化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晨怡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丽

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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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5,158,682.69 3,171,806,802.21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45,346,298.27 1,473,421,543.51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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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01,069.45 -24.45% 460,328,378.78 -22.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3,987.35 -93.74% 78,139,971.80 -3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78,424.20 -126.32% 69,197,888.46 -41.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91,276.93 -90.08% 220,990,552.17 158.5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 -100.00% 0.15 -3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 -100.00% 0.15 -31.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0.49% 5.17%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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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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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00.00 政府补助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883,456.12

向上海宗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收取

的资金利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500.00

合计 8,942,08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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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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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冉盛盛瑞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04% 125,440,000 0

质押 125,437,312

冻结 125,44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

瑞燊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0% 52,156,749 0 质押 52,156,749

石亚君 境内自然人 6.19% 32,295,221 0 质押 10,288,190

深圳瀚德金融科技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26,091,200 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

9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1.38% 7,181,491 0

吕强 境内自然人 0.40% 2,074,300 0

金辉 境内自然人 0.38% 1,999,140 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

5号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0.32% 1,676,371 0

杨颖 境内自然人 0.30% 1,545,252 0

李江山 境内自然人 0.28% 1,45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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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冉盛盛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5,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440,00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燊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2,156,749 人民币普通股 52,156,749

石亚君 32,295,221 人民币普通股 32,295,221

深圳瀚德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6,09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6,091,20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9号私募投资基金

7,181,491 人民币普通股 7,181,491

吕强 2,074,3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4,300

金辉 1,999,140 人民币普通股 1,999,140

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方圆－东方5号私募投资基金

1,676,371 人民币普通股 1,676,371

杨颖 1,545,252 人民币普通股 1,545,252

李江山 1,459,520 人民币普通股 1,459,5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9号私募投资基金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659,955股；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5号私募投资

基金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676,371股；杨颖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196,4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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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41,722,998.37

22,602,666.65 84.59% 主要是母公司预付的融资利息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22,341,518.85

0.00

增加额22,341,

518.85

主要是子公司彩量科技采购的矿机尚处于安装调

试阶段影响所致 ；

递延所得税资产

6,533,563.69

2,242,763.21 191.32%

主要是子公司彩量科技应收款项减值准备增加，

对应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0.00 18,625,000.00 -100.00% 主要是公司应付票据到期兑付所致；

应付账款

98,576,134.17

44,028,081.27 123.89%

主要是子公司彩量科技应付结算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4,248,036.97

14,299,844.78 69.57%

主要是子公司香港摩伽预收电子商务平台服务费

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27,358.08

1,154,102.52 49.67%

主要是子公司应付职工薪酬跨月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298,511.83

3,441,057.71 -91.32%

主要是子公司本期应交所得税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0.00 397,000.00 -100.00%

主要是长期借款按账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所致；

长期应付款 0.00 19,250,000.00 -100.00%

主要是长期应付款按期限转入其他应付款、 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股本 521,794,388.00 326,121,493.00 60.00% 主要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影响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916.23 1,014.82 -288.82% 主要是少数股东损益影响所致。

2、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32,168.57

401,839.24

-67.11%

主要是子公司彩量科技税费附加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26,653,249.91 45,810,159.85 -41.82% 主要是子公司香港摩伽的推广费减少所致；

管理费用 38,300,960.43

65,183,978.79

-41.24%

主要是公司管理费用中办公费、 折旧费减少影响

所致；

研发费用 4,972,747.32 7,169,506.97 -30.64%

主要是子公司彩量科技研发费用减少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89,886.80 28,000.00 221.02% 主要是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增加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680,571.07 -16,988,389.22 84.22%

主要是子公司香港摩伽应收款项收回， 减值准备

减少影响所致 ；

营业外收入 127.22 0.00 增加额127.22 主要是发生小额营业外收入影响所致；

营业外支出 0.00 3.57 -100.00% 主要是上期发生税费滞纳金影响所致；

所得税费用 -4,829,397.49 8,188,196.47 -158.98%

主要是子公司彩量科技递延所得税费用影响所

致；

少数股东损益 -2,931.06 -6,171.96 52.51%

主要是少数股东所在子公司当期损益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3,840,186.13

38,409,598.54

-136.03%

主要是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影响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

值变动 -89,423.27 0.00

减少额 89,423.27

主要是子公司彩量科技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投

资损益影响所致；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13,750,762.86 38,409,598.54 -135.80%

主要是子公司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变动影响所

致。

3、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0,990,552.17 85,462,191.20 158.58%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中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较上期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3,137,

748.34

-152,748,555.45 -52.63%

主要是本期支付股权款较上期增加、 收回投资较

上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106,800.45 1,259,805.93 1654.78%

主要是本期融资净额较上期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9,939,176.85 -65,800,151.40 115.11%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净流量较上期增加影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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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实际控制人变更暨权益变动事项

2018年02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10）

2019年08月1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62）

北京易迪诉讼事项

2018年07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077）

2019年01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02）

2019年04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26）

2019年10月22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92）

公司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

2018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8-122）

2019年0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86）

彩量科技诉讼事项

2019年04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29）

2019年08月2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70）

2019年09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83）

公司子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2019年06月0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46）

设立并购基金投资项目的进展

2019年06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52）

2019年08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60）

拟引入战略投资者 2019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55）

持股5%以上大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2019年07月0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58）

持股5%以上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 2019年07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59）

公司股东所持股票被动减持 2019年08月0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9-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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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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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化亮

2019年10月28日

证券代码：300128� � � �证券简称：锦富技术 公告编号：2019-096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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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8日，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

果及财务状况等信息，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19年10月29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特此公告。

苏州锦富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186� � � �证券简称：中国铁建 公告编号：临2019—076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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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公司下属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

体中标平原县2019年城市建设重点项目EPC工程总承包项目，工期2年，中标价约32.1860亿元，

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8年营业收入的0.44%。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2019-037

证券代码：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邱伟先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

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邱先生确认， 其与董事会及监事会之间并无任何意见分歧和遗留问

题，亦无任何与其不再担任监事有关的事项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邱先生在担任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监事会对邱先生为公司规范运作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感

谢。

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代表团（组）长联席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 ），会议选举赵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会议选举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赵虎先生简历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附件：

赵虎先生简历

赵虎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政工

师。公司职工监事、工会主席、党委组织部部长，亦任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党委组

织部部长。赵先生曾任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办公室（党办）副主任，中国北车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兼党办副主任，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董

事、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厅（党办）主任、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助理。自2015年6月至2019年10月间先

后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总裁办主任， 公司及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办主任、 党委组织部部

长，2019年10月起任公司职工监事、工会主席、党委组织部部长。

证券代码：603685� � � �证券简称：晨丰科技 公告编号：2019-052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浙江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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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指导、浙江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

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沟通促发展 理性共成长”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主

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

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网上

接待日活动。网上互动交流时间为 2019年11月5日（星期二）下午15:30-17:00。

届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何文健先生、董事会秘书陆伟先生、财务总监钱浩杰先生及

相关工作人员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如遇特殊情况， 参与人员会有所

调整）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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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先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86� � � �公司简称：先达股份

第三季度

报告

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464� � � �证券简称：众应互联 公告编号：2019-094

第三季度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