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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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树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伟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毛丽琴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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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3,703,443.57 2,177,876,724.71 -5.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414,910,036.28 1,410,322,477.84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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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791,035.92 -7.50% 927,738,834.06 -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47,507.59 -106.85% 4,237,736.26 -80.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334,930.08 -388.06% -4,237,122.40 -129.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47,692,903.79 -10.95% 99,643,222.00 -25.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6 -107.50% 0.009 -81.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6 -107.50% 0.009 -81.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2% -0.27% 0.3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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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5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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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82,778.00

债务重组损益 -150,58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30,478.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64,354.25

合计 8,474,858.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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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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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光洋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61% 138,833,877 0 质押 97,183,714

程上楠 境内自然人 9.78% 45,844,218 34,383,163

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99% 32,768,129 0 质押 28,653,749

天津天海同步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47% 25,629,680 19,634,082 质押 25,629,680

朱雪英 境内自然人 5.35% 25,100,515 0

常州信德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78% 13,027,784 9,770,838

吕超 境内自然人 2.33% 10,945,658 10,945,658 质押 10,945,658

CHENGJOAY 境外自然人 2.11% 9,876,780 0

营口国发高技术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9% 2,290,553 0

李辰婕 境内自然人 0.39% 1,82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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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 138,833,877 人民币普通股 138,833,877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32,768,129 人民币普通股 32,768,129

朱雪英 25,100,515 人民币普通股 25,100,515

程上楠 11,461,055 人民币普通股 11,461,055

CHENGJOAY 9,876,780 人民币普通股 9,876,780

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 5,995,598 人民币普通股 5,995,598

常州信德投资有限公司 3,256,946 人民币普通股 3,256,946

营口国发高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2,290,553 人民币普通股 2,290,553

李辰婕 1,826,840 人民币普通股 1,826,840

邵伟 1,5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3,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就公司所知晓的范围内，截至2019年9月30日，程上楠与CHENGJAOY为叔侄关系，程上楠持有

信德投资63.7%的股权；吕超为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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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应付票据 37,489,492.05 86,080,593.50 -56.45% 开具应付票据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4,762,327.78 10,000,464.70 -52.38% 偿还债务所致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税金及附加 12,923,478.39 8,839,362.53 46.20% 科目调整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518,121.03 -8,173,716.16 163.26% 本期新增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118,406.49 -102,275,750.31 58.82% 偿还债务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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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7月9日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 要求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

吕超、薛桂凤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支付业绩补偿金，常州中院于2019年7月9日予以立案。 法院已就天津天海

同步集团有限公司、吕超、薛桂凤名下相关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目前该诉讼处于法院审理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2019年7月9日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要求天津天海

同步集团有限公司、吕超、薛桂凤履行业绩

承诺补偿义务，支付业绩补偿金，常州中院

于2019年7月9日予以立案。法院已就天津天

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吕超、薛桂凤名下相

关财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2019年08月26日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业绩补

偿事宜进展暨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9）0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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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吕超; 薛桂凤;

天津天海同步

集团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天海集团、吕

超、 薛桂凤同

意对天海同步

2015 年 度 、

2016 年 度 及

2017年度的净

利润 作 出 承

诺， 并就实际

盈利数不足承

诺净利润数的

情况对光洋股

份进行补偿。

承诺： 天海同

步 2015年度、

2016 年 度 和

2017年度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不

低 于 4,160 万

元、5,408万元

和7,031万元。

2014年12月07

日

2018年 6月 30

日

超期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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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根据公司与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集团” ）、吕超、薛桂凤（以下合称”

补偿义务主体“）签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关于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 ），经审计天津天海同步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同步” ）2017年度实现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4,881,600.23元，未完成2017年度的业绩承诺，补偿主体合计需补偿的股

份数量为10,571,619股。 补偿义务主体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7,395,120股，其中37,220,000股已质

押给荆门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质押比例占其总持股数的99.53%，未质押的股份不足以

履行2017年度业绩承诺应补偿的股份。 根据与补偿义务主体沟通， 其反馈由于解锁股票需要

大量现金，因此无法用股票来履行业绩承诺，为尽快完成2017年度业绩补偿承诺，补偿义务主

体决定自筹现金，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来完成其承诺。为有效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

者）及公司的合法权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补

偿义务主体补偿方式由股份补偿调整为全额现金补偿，补偿金额为84,255,797.77元，补偿义务

主体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对2017年度业绩补偿的说明》的书面函件，以现金补偿的方式来完成

2017年度的业绩承诺，预计完成时间在2019年6月30日前。 但经公司多次敦促补偿义务主体仍

未支付2017年度的业绩补偿金， 公司于2019年7月9日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民

事起诉状，要求天津天海同步集团有限公司、吕超、薛桂凤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支付业绩补

偿金，常州中院于2019年7月9日予以立案。法院已就天海集团、吕超、薛桂凤名下相关财产采取

财产保全措施，目前本案尚在法院审理中，公司将积极跟进该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适用□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700 至 1,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9,040.3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公司新项目的逐步批产和增量，以及公司主营汽车行业发展规律，预计第四季

度销售收入较前三季度增长向好；2、公司进一步强化内部管理优化及降本增效工

作；3、相较2018年度，预计商誉、无形资产的减值对2019年度的影响相对较小。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适用□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3,750,

000.00

562,475.00 0.00 0.00 0.00 0.00

4,312,

475.00

自筹

其他 0.00 0.00 0.00 26,000,000.00 0.00 0.00

26,000,

000.00

自筹

合计

3,750,

000.00

562,475.00 0.00 26,000,000.00 0.00 0.00

30,312,

47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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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2,600 2,600 0

合计 2,600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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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树华

2019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08� � �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9）070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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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2019年10月25日在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52号公司1号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会董事11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1名，其中参加现场表决董事4人，以通讯方式出席并表决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李树华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9年10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三季

度报告正文》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详见公司2019年10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股票代码：002708� � � �股票简称：光洋股份 编号：（2019）071号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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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在公司1号

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蒋爱辉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3人，公司

董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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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施计划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同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因此，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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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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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

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

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同意公司在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和闲置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资金到位及存放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1662号文）核准，公司于2014年1月16日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33,200,000股，其中

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32,830,000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为37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每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11.88元。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390,020,400.00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39,196,

368.85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350,824,031.15元，上述资金于2014年1月16日到位，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XYZH/2013A8037”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

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项目及使用情况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公司201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计划投资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项目备案

汽车精密轴承建设项目 306,204,000.00 苏发改工业发[2011]876号

技术中心建设项目 44,680,000.00 常发改备[2011]5号

合计 350,884,000.00 -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实际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337,167,111.71元，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为人民币13,977,881.04元，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27,634,800.48元。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部分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一）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根据公司当前的资金使用情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并考虑保持良好的流动性，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以及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现金管理的投资品种

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拟投资由商业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个月）、有保本承诺

的投资理财品种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通知存款等存款形式存放；闲置自有资金拟投资的产品须符合

的条件：（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2）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12个月），

不得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正常进行。

（三）决议有效期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四）实施方式

上述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授权总经理在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

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明确理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等，同时授权公司财务部

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五）信息披露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决策程序

2019年10月2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本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在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本着审慎原则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能够有

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拟投资的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

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将严格遵

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信誉良好、风控措施严密、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产品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

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公司在保障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基础上，对公司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

够有效的提高资金效益，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符合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人民币1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投资产品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循环滚动使用。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抵

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之情形；同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光洋股份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

关规定。

综上，中泰证券同意光洋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计划。

六、备查文件

1、常州光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常州光洋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常州光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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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实际控制人完成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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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0月28日，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实际控制人深圳富海光洋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海光洋基金” ）的通知，获悉其企业名称、注册地址、有限合伙人等工

商信息完成变更，已在相关注册登记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 现将变更情况公告

如下：

一、注册地址变更

变更前：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西路车公庙工业区天安数码时代大厦主楼2501室

变更后：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6号

二、名称变更

变更前：深圳富海光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更后：扬州富海光洋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有限合伙人变更

变更前：

单位：万元

序

号

名称 住所 证照号码 认缴出资额

出资

比例

合伙人性

质

1

深圳市东方富

海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

深南西路天安数码时代

大厦主楼2501-1

91440300671863210C 1,000 0.78%

普通合伙

人

2

深圳市东方富

海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

深南西路天安数码时代

大厦主楼2501-1

914403007938893712 88,000 68.22%

有限合伙

人

3

浙江扬帆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湾上

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91330600745085889D 10,000 7.75%

有限合伙

人

4 沈林仙

浙江省桐庐县

************

33052119*********** 10,000 7.75%

有限合伙

人

5 程上楠

江苏省常州市

***********

32040219*********** 20,000 15.50%

有限合伙

人

合计： 129,000 100.00% -

变更后：

单位：万元

序

号

名称 住所 证照号码 认缴出资额

出资

比例

合伙人性

质

1

深圳市东方富

海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

深南西路天安数码时代

大厦主楼2501-1

91440300671863210C 1,000 0.78%

普通合伙

人

2

深圳市东方富

海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

深南西路天安数码时代

大厦主楼2501-1

914403007938893712 28,000 21.71%

有限合伙

人

3

浙江扬帆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省绍兴市杭州湾上

虞经济技术开发区

91330600745085889D 10,000 7.75%

有限合伙

人

4 沈林仙

浙江省桐庐县

************

33052119*********** 10,000 7.75%

有限合伙

人

5 程上楠

江苏省常州市

***********

32040219*********** 20,000 15.50%

有限合伙

人

6

扬州市江都区

政府投资引导

基金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

1006号

91321012MA1Q60AQ13 60,000 46.51%

有限合伙

人

合计： 129,000 100.00% -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除以上登记信息变更外，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等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

更。 本次变更对公司的治理和经营活动没有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常州光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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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贵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盛璐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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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335,380.47 4,545,270,849.00 14.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544,116,623.60 2,521,478,597.47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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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0,520,197.03 -9.39% 1,223,148,407.31 -17.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303,938.84 -59.95% 57,883,412.00 -11.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79,064.39 -54.72% 39,949,522.95 -1.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38,232,098.35 420.94% 333,594,539.60 27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0 -59.18% 0.086 -12.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0 -59.18% 0.086 -12.2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3% -0.81% 2.28% -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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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83,20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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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6,652.68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13,399.5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78,2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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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3,138.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296,810.9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8,491.25

减：所得税影响额 512,979.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03,197.77

合计 17,933,88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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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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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威望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47% 292,303,880 质押 146,015,000

CHINACRANEI

NVESTMEN-

THOLD-

INGSLIMITED

境外法人 7.87% 52,920,000

国海创新资本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9% 16,074,627

江苏瑞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瑞

华精选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13,448,955

王学杰 境内自然人 0.83% 5,595,900

同 方 金 融 控 股

（深圳）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4,327,240

袁海国 境内自然人 0.44% 2,941,828

谢春 境内自然人 0.41% 2,787,438

西藏瑞华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2,625,787

张剑华 境内自然人 0.39% 2,62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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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 292,303,880 人民币普通股 292,303,880

CHINACRANEINVESTMENTHOL

DINGSLIMITED

52,9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20,000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074,627 人民币普通股 16,074,627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

精选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3,448,955 人民币普通股 13,448,955

王学杰 5,595,900 人民币普通股 5,595,900

同方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 4,327,240 人民币普通股 4,327,240

袁海国 2,941,828 人民币普通股 2,941,828

谢春 2,787,438 人民币普通股 2,787,438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625,787 人民币普通股 2,625,787

张剑华 2,625,672 人民币普通股 2,625,6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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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王学杰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5,595,900股，实际合计持有5,595,900股。公司股东谢春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1,413,

775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73,663股，实际合计持有

2,787,4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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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说明

货币资金 700,994,172.97 363,585,797.48 92.80% 主要系公司销售合同收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9,700,000.00 71,653,518.89 -86.46% 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或背书转让所致。

应收账款 351,350,117.17 250,856,373.66 40.06% 主要系根据销售合同应收的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79,630,456.90 70,490,295.25 154.83% 主要系根据采购合同，预付采购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208,279,182.38 3,222,760.24 6,362.76%

主要系公司两艘海工船舶采用长期收款赊销

形式销售，长期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885,711.90 7,829,136.90 -37.60% 主要系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37,645,181.62 20,471,146.02 83.89% 主要系所得税可抵扣时间性差异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869,065.43 14,528,675.44 -45.84% 主要系采购设备到位，预付设备款核销所致。

短期借款 107,833,740.00 160,370,000.00 -32.76% 主要系部分流动资金贷款到期偿还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7,687,521.24 3,097,801.07 148.16%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波动，远期结售汇合约价值

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186,172,033.06 72,822,808.57 155.65% 主要系以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947,538,948.60 225,965,790.12 319.33%

主要系销售合同增加，根据销售合同收取的预

收项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23,430,436.95 51,024,064.81 -54.08%

主要系根据税收法规， 应缴纳的税款减少所

致。

其他应付款 44,889,185.79 78,631,822.16 -42.91% 主要系归还对外借款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财务费用 16,950,811.66 3,513,565.99 382.44% 主要系汇率波动，致使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其他收益 8,011,999.01 11,628,472.00 -31.10%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31,554,647.87 15,405,509.77 104.83%

主要系股权转让收益及按权益法确认的长期

股权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653,138.75 -15,452,097.01 50.47%

主要系人民币汇率变动，远期结售汇合约损失

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386,894.23 -8,615,827.52 116.10%

主要系收回高账龄应收款， 坏账损失减少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3,317,585.19 1,515,660.18 118.89%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8,613,084.08 27,650,735.51 -68.85%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客户违约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 5,505,241.31 1,547,650.49 255.72%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所致。

所得税费用 709,325.77 23,623,338.91 -97.00%

主要系根据税法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减少所

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33,594,539.60 -193,365,662.53 272.52% 主要系销售收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133,624.66 -209,680,549.49 131.54% 主要系收回股权转让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50,949,863.80 152,753,899.69 -264.28% 主要系偿还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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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7年11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浙江正

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56%股权暨股权回购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

限公司转让其所持有的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56%股权给正洁环境股东项海暨提前履行

《南通润禾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项海、任松洁、周立新、陈赵扬、周建辉、孙玉珍、杭州钱江中小企

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的关于股权回购方面

的相关安排。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等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转让浙江

正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56%股权暨股权回购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59）。 截止目前，项海

按照《股权回购协议》已向润禾环境累计支付股权回购款本金合计4,002.31万元，剩余本金642.31

万元及按照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款利息尚未支付。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资金状况，在其具备付款条

件时将要求项海及时完成支付义务，保障公司相关款项的及时回笼。

2、2019年4月，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所持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100%股权以1,265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和自然人李卉，截止

本报告期末上述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收到。本次股权转让前，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尚欠江苏

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沾化绿威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相关借款合计1,580万元及相

应利息，上述欠款最晚不迟于2019年12月31日完成支付。 为保障公司权益，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

限公司和李卉已将其所持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给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同时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薛龙国承诺就上述欠款的归还承担连带责任担

保。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不存在为义乌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等其他情况。

3、公司收购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55%股权的交易对手方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

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及苏州国环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现名：苏州志环企业管理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合称“股权出让方” 或“业绩承诺方” ）作出的业绩承诺为：本次股权

转让交易各方确认，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的预测净利润应分别为2,500万元、3,250万元、4,225万元 （以下简称 “预测净利

润” ）。 公司与股权出让方同意并确认，股权出让方对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三年业绩承诺

期的净利润实现情况采用累积计算方式进行补偿。 若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三年承诺期

内累积的实际净利润（指在业绩承诺期每一会计年度公司聘请的负责公司年度审计工作且具有

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载明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数低于上述承诺的三年累积预测净利润合计9,975万

元，则业绩承诺方应就累积实际净利润未达到累积预测净利润的差额部分按《股权转让暨利润

补偿协议》的规定对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江苏绿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绿威环保2016年、2017年、2018年实际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为1,115.47万元、1,701.26万万元、3,869.11万元，累计实现6,685.84万元，累计

未实现对赌业绩差额为3,289.16万元，按照约定的业绩补偿方法，股权转让方江苏鑫浩电力能源

有限公司、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苏州国环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现名：苏州志环企

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将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偿5,894.11万元。

2019年6月3日，公司及润禾环境与江苏鑫浩电力能源有限公司、上海利境企业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以及苏州志环企业管理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暨利润补偿协议》的补

充协议，上海华廓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由上海利境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承继。

截止目前，上述业绩承诺补偿方已向公司补偿3,100万元。公司将持续督促相关方完成业绩补

偿义务，保障公司相关款项的及时回笼。

4、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湖北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73.36%股权。 截止目前，公司

正就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审查一次反馈意见开展相关回复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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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具 3,328,156.95 -3,328,156.95 -3,328,156.95 0.00 0.00 0.00 0.00 自有资金

其他 112,500,000.00 0.00 0.00 545,500,000.00 555,000,000.00 1,978,249.80 103,000,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15,828,156.95 -3,328,156.95 -3,328,156.95 545,500,000.00 555,000,000.00 1,978,249.80 103,0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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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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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19,750 15,050 0

合计 19,750 1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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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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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08

日

其他 机构

详见2019年8月9日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

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stockcode=002483&orgId=9900014776）上披露的《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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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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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10月

2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2019年10月28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6人，亲自出席董事6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建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刊登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总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暨

聘任公司审计总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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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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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10月

24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10月28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汤敏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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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刊登的《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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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

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

形。 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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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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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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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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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1）财务报表格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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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变更日期

公司2019年度第三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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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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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 和“应收

款项融资” 三个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两个项

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租赁负债” 和“专项储备” 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原合并利润表“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

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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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原合并现金流量表删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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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原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新增“专项储备” 项目。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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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要求实施的合理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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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

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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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

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监事

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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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裁辞职

暨聘任公司审计总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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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

裁李晓琴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李晓琴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李晓琴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

时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公司董事会对李晓琴女士在担任公司副总裁

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9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总

监的议案》，同意聘任李晓琴女士为公司审计总监（简历附后），全面负责和主持公司审计中心

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附件：

李晓琴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12月出生，大专学历；2004年起先后任南通

虹波重工有限公司运营部部长、财务部部长，2008年4月至2009年10月任南通威望实业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2009年10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副总裁，现任公司审计总监。

李晓琴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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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审计总监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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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审计

总监顾琪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顾琪女士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审计总监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顾琪女士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本公司董事会时

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顾琪女士辞职后仍将在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助理

职务，协助财务总监开展公司财务管理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顾琪女士在担任公司审计总监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润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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