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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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刘长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贺天元总会计师葛树峰、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葛树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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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8,833,946.15 7,973,466,675.38 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772,233,652.87 6,511,221,985.34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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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866,700.88 1,796,332,737.59 -2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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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0,135,986.96 2,565,499,254.51 -5.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72,721,158.07 973,958,016.10 -0.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015,405,540.61 980,315,372.03 3.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56 15.35 减少0.7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7 0.548 -0.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7 0.548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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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3,642.16 73,6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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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260.29 347,687.3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9,508.78 19,508.7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492,862.47 614,278.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406,922.43 -43,706,843.8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376.88 -32,655.62

合计 -42,686,025.61 -42,684,3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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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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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 1,140,262,121 64.14 0 无 0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972,216 0.95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9,570,000 0.54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699,484 0.43 0 无 0 未知

张晓夏 7,000,000 0.39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31,143 0.32 0 无 0 未知

郑创华 3,928,100 0.22 0 无 0 未知

熊耿 3,700,000 0.21 0 无 0 未知

赵丽英 3,596,400 0.20 0 无 0 未知

广发基金－工商银行－广发基金股债混合

策略1号资产管理计划

3,524,300 0.20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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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 1,140,262,121 人民币普通股 1,140,262,12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972,216 人民币普通股 16,972,216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9,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7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699,484 人民币普通股 7,699,484

张晓夏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631,143 人民币普通股 5,631,143

郑创华 3,928,100 人民币普通股 3,928,100

熊耿 3,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00,000

赵丽英 3,596,400 人民币普通股 3,596,400

广发基金－工商银行－广发基金股债混合策略1

号资产管理计划

3,524,3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

系， 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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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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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币别：人民币单位：万元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变动比率(%)

1 货币资金 80,675.80 31,352.22 49,323.58 157.32

2 应收票据 243.81 -243.81 -100.00

3 应收账款 6,781.01 1,889.02 4,891.99 258.97

4 预付款项 1,664.46 5,928.99 -4,264.53 -71.93

5 流动资产合计 369,843.58 304,563.54 65,280.04 /

6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00.00 1,100.00 不适用

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100.00 -2,100.00 -100.00

8 在建工程 9,656.67 2,311.97 7,344.70 317.68

9 其他非流动资产合计 483,039.81 492,783.12 -9,743.31 /

10 其他应付款 56,880.84 34,860.54 22,020.30 63.17

11 流动负债合计 185,722.34 154,417.28 31,305.06 /

12 其他综合收益 10.40 10.40 不适用

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77,223.37 651,122.20 26,101.17 /

变动情况说明：

1、“货币资金”比上年度末增长157.32%，主要原因为报告期末定期存款6亿元在其他货币资金列报。

2、“应收票据”比上年度末下降100.00%，主要原因为麦芽公司年初应收票据已到期收回货币资金。

3、“应收账款”比上年度末增长258.97%，主要原因为部分农业分公司家庭农场经济困难当年承包费暂

未交纳。

4、“预付款项”比上年度末下降71.93%，主要原因为农业分公司上年末预付的肥料采购款，于本报告期

收到肥料结算预付款形成。

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比上年度末减少2,100万元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比上年度末增加1,100万

元，主要原因为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上期期末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的非交易性股权投资，调整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报。

6、“在建工程” 比上年度末增长317.68%， 主要原因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本报告期末暂未完工形

成。

7、“其他应付款” 比上年度末增长63.17%，主要原因为农业分公司家庭农场保证金和代收代付生产资

料款暂未支付形成。

8、“其他综合收益”比上年度末增加10.40万元，主要原因为投资管理公司按持股比例确认佳沃投资公

司其他综合收益变动。

（二）利润表币别：人民币单位：万元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本期较上期变动金

额

变动比率（%）

1 营业收入 243,013.60 256,549.93 -13,536.33 -5.28

2 营业成本 42,419.81 50,113.53 -7,693.72 -15.35

3 税金及附加 608.74 2,098.93 -1,490.19 -71.00

4 销售费用 1,224.07 1,273.16 -49.09 -3.86

5 管理费用 102,742.11 106,928.75 -4,186.64 -3.92

6 研发费用 758.44 528.29 230.15 43.57

7 财务费用 -528.12 -4730.60 4,202.48 不适用

8 其他收益 17.01 13.25 3.76 28.36

9 投资收益 4,466.54 -166.01 4,632.55 不适用

10 信用减值损失 -92.90 -92.90 不适用

11 资产减值损失 -1,379.65 1,379.65 -100

12 资产处置收益 7.36 -212.40 219.76 不适用

13 营业外收入 144.00 1,070.74 -926.74 -86.55

14 营业外支出 4,494.99 1,970.69 2,524.30 128.09

变动情况说明：

1、“营业收入” 同比减少13,536.33万元，同比下降5.28%，主要原因为鑫都房地产公司销售丽水雅居项

目商品房收入同比减少及农业分公司销售农用物资收入同比增加形成。

2、“营业成本” 同比减少7,693.72万元，同比下降15.35%，主要原因为鑫都房地产公司销售丽水雅居项

目商品房结转成本同比减少及农业分公司销售农用物资结转成本同比增加形成。

3、“税金及附加” 同比减少1,490.19万元，同比下降71.00%，主要原因为鑫都房地产公司交纳土地增值

税同比减少形成。

4、“销售费用”同比减少49.09万元，同比下降3.86%。

5、“管理费用”同比减少4,186.64万元，同比下降3.92%。

6、“研发费用” 同比增加230.15万元，同比增长43.57%，主要原因为农业研究项目和农业示范项目支出

同比增加形成。

7、“财务费用”同比增加4,202.48万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结构性存款利息收入根据合同约定和收益

性质在“投资收益”项目列报形成。

8、“其他收益”同比增加3.76万元，同比增长28.36%，主要原因为麦芽公司和鑫亚公司营业账薄印花税

减免收益增加形成。

9、“投资收益”同比增加4,632.55万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按结构性存款合同约定利息收入在本项目

列报及确认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同比减少形成。

10、“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1,379.65万元和“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减少92.92万元，主要原因为麦芽公

司和鑫亚公司计提应收款坏账损失同比减少形成。

11、“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增加219.76万元，主要原因为上年秦皇岛麦芽公司按当地政府要求处置不符

合标准的锅炉产生损失形成。

12、“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926.74万元，同比下降86.55%，主要原因为无法支付应付款确认利得同比减

少形成。

13、“营业外支出” 同比增加2,524.31万元，同比增长128.09%，主要原因为农业分公司发生抗洪抢险应

急支出同比增加形成。

（三）现金流量表币别：人民币单位：万元

序号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本期较上期变动

金额

变动比率

（%）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686.67 179,633.27 -44,946.60 -25.02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393.68 -145,976.33 71,582.65 不适用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076.99 -47,993.38 -23,083.61 不适用

变动情况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同比减少4.49亿元，同比下降25.02%，主要原因为鑫都房地产公司

销售商品房和鑫亚公司处置库存亚麻收现同比减少形成。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7.16亿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结构性存款到期收回货币

同比增加形成。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2.31亿元，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支付股东红利同比增加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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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8日，哈尔滨市香坊区税务局以公司非职工承包农业分公司耕地需补缴企业所得税，要求公

司补缴2016年企业所得税117,521,980.38元， 滞纳金27,500,143.41元； 补缴2017年企业所得税142,599,024.67

元，滞纳金18,395,274.10元为由，冻结了公司3个银行账户，公司于当日晚间发布了《关于银行账户资金被冻

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经过沟通协调，2018年9月30日，香坊区税务局解除了公司被冻结的3个

银行账户，公司于“十一”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10月8日发布了《关于银行账户被解冻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51）。公司认为，按照国家相关税收政策，农垦企业非职工承包耕地仍在免征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范围内，不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公司也不应补缴2016年和2017年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此意见，公

司已向香坊区税务局进行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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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长友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600598� � � �证券简称：北大荒 公告编号：2019-058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

（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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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

通知于2019年10月18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全部董事均参

加了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决议

通过以下议案：

一、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六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部分粮食、农机管护

设施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六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六分公司” )为加强粮食和农机管护配

套设施建设,改善粮食、农机管护设施不足的情况,确保农业生产及粮食的安全,经与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以

下简称:“八五六农场” )协商,拟购买八五六农场在2009-2014年间投资建设完成的粮食和农机管护配套设

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9年6月5日出具的以2019年4月30日为评

估基准日的八五六农场拟转让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140877号),上述资产

评估原值合计15,888,800.00元,净值合计9,604,700.00元,增值1,543,243.03元,增值率19.14%。本次交易内容(协

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1、八五六农场同意向八五六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2、双方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网(黑龙江),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值9,604,700.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

价格为9,604,700.00元。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八五六农场须向八五六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

利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八五六分公司,经八五六分公司确定无

误后,八五六分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八五六农场支付人民币9,604,700.00元。4、双方商

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六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刘长友先生、董事贺天元先生、董事宋颀年先生、董事杨占海先生、

董事叶凤仪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票（3票）赞成通

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八五六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八五六

农场部分粮食、农机管护设施资产之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情况。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勤得利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

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勤得利分公司(以下简称：“勤得利分公司” )为保证粮食安全，便于资

产管理和使用以及将来统一对粮食处理中心资产的出租、粮食代烘干、代储等经营,经与黑龙江省勤得利农

场(以下简称:“勤得利农场” )协商，拟购买勤得利农场于2011-2015年间投资建设在勤得利分公司粮食处理

中心院内(场地硬化、仓储库房、办公室、材料库等资产权属于勤得利分公司)的粮食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产,

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根据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9年6月24日出具的以2019年6月18日为评估基

准日的勤得利农场拟转让机器设备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黑龙垦评报字[2019]第295号),上述资产评

估原值合计3,640,000.00元,净值合计2,693,600.00元,增值1,360.94元,增值率0.05%。本次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

订,主要内容如下)：1、勤得利农场同意向勤得利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2、双方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网(黑

龙江), 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拟转让机器设备资产评估价值2,693,600.00元作为交易依

据，交易价格为2,693,600.00元。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勤得利农场须向勤得利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

全部权利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7日内移交给勤得利分公司，经勤得利分公司

确定无误后，勤得利分公司在7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勤得利农场支付人民币2,693,600.00元。4、双

方商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勤得利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刘长友先生、董事贺天元先生、董事宋颀年先生、董事杨占海先生、

董事叶凤仪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票（3票）赞成通

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勤得利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勤得利

农场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产之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

况。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友谊农场水泥晒场资产之关联交易

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分公司” )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粮食处理设施不足的情况,确保农业生产及粮食安全,经与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以下简称:“友谊农场” )协

商,拟购买友谊农场在2018年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一处,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2019年4月11日出具的以2019年3月2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友谊农场拟转让友谊农场第二管理区第五

作业站32,000㎡水泥晒场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518号),上述资产评估原值合计4,

730,200.00元,净值合计4,682,900.00元,增值307,975.97元,增值率7.04%。本次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

容如下)：1、友谊农场同意向友谊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2、双方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网(黑龙江),以中联资

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值4,682,900.00元作为交易依据, 交易价格为4,682,900.00元。3、

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友谊农场须向友谊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

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友谊分公司,经友谊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友谊分公司在15个工作日内以

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友谊农场支付人民币4,682,900.00元。4、双方商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

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友谊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刘长友先生、董事贺天元先生、董事宋颀年先生、董事杨占海先生、

董事叶凤仪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票（3票）赞成通

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友谊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友谊农场

水泥晒场资产之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况。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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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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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本次

会议以通讯方式表决，全部监事均参加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

及议案事项合法有效。与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监事会认为：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

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六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部分粮食、农机管护

设施资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六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六分公司” )为加强粮食和农机管护配

套设施建设,改善粮食、农机管护设施不足的情况,确保农业生产及粮食的安全,经与黑龙江省八五六农场(以

下简称:“八五六农场” )协商,拟购买八五六农场在2009-2014年间投资建设完成的粮食和农机管护配套设

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9年6月5日出具的以2019年4月30日为评

估基准日的八五六农场拟转让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19]第140877号),上述资产

评估原值合计15,888,800.00元,净值合计9,604,700.00元,增值1,543,243.03元,增值率19.14%。本次交易内容(协

议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1、八五六农场同意向八五六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2、双方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

易网(黑龙江),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值9,604,700.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

价格为9,604,700.00元。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八五六农场须向八五六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

利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八五六分公司,经八五六分公司确定无

误后,八五六分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八五六农场支付人民币9,604,700.00元。4、双方商

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六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勤得利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勤得利农场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

产之关联交易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勤得利分公司(以下简称：“勤得利分公司” )为保证粮食安全，便于资

产管理和使用以及将来统一对粮食处理中心资产的出租、粮食代烘干、代储等经营,经与黑龙江省勤得利农

场(以下简称:“勤得利农场” )协商，拟购买勤得利农场于2011-2015年间投资建设在勤得利分公司粮食处理

中心院内(场地硬化、仓储库房、办公室、材料库等资产权属于勤得利分公司)的粮食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产,

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根据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9年6月24日出具的以2019年6月18日为评估基

准日的勤得利农场拟转让机器设备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黑龙垦评报字[2019]第295号),上述资产评

估原值合计3,640,000.00元,净值合计2,693,600.00元,增值1,360.94元,增值率0.05%。本次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

订,主要内容如下)：1、勤得利农场同意向勤得利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2、双方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网(黑

龙江), 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拟转让机器设备资产评估价值2,693,600.00元作为交易依

据，交易价格为2,693,600.00元。3、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勤得利农场须向勤得利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

全部权利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7日内移交给勤得利分公司，经勤得利分公司

确定无误后，勤得利分公司在7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勤得利农场支付人民币2,693,600.00元。4、双

方商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勤得利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友谊农场水泥晒场资产之关联交易

的议案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分公司” )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

善粮食处理设施不足的情况,确保农业生产及粮食安全,经与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以下简称:“友谊农场” )协

商,拟购买友谊农场在2018年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一处,用于农业生产经营。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

限公司2019年4月11日出具的以2019年3月2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友谊农场拟转让友谊农场第二管理区第五

作业站32,000㎡水泥晒场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518号),上述资产评估原值合计4,

730,200.00元,净值合计4,682,900.00元,增值307,975.97元,增值率7.04%。本次交易内容(协议尚未签订,主要内

容如下)：1、友谊农场同意向友谊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2、双方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网(黑龙江),以中联资

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值4,682,900.00元作为交易依据, 交易价格为4,682,900.00元。3、

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友谊农场须向友谊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凭证的移交,并将资产实际控

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友谊分公司,经友谊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友谊分公司在15个工作日内以

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友谊农场支付人民币4,682,900.00元。4、双方商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

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友谊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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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八五六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

八五六农场部分粮食、农机管护设施

资产之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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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六分公司(以下简称：“八五六分公司” )为加强粮食

和农机管护配套设施建设,改善粮食、农机管护设施不足的情况,确保农业生产及粮食的安全,经与黑龙江省

八五六农场(以下简称:“八五六农场” )协商,拟购买八五六农场在2009-2014年间投资建设完成的粮食和农

机管护配套设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六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效地改善了粮食晾晒条件,使粮食品质更有保障,同时改善

了农机管护设施不足的情况,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八五六分公司为加强粮食和农机管护配套设施建设,改善粮食、农机

管护设施不足的情况,确保农业生产及粮食的安全,经与八五六农场协商,拟购买八五六农场在2009-2014年

间投资建设完成的粮食和农机管护配套设施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二、交易对方

八五六农场是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兴起,注册资本2,650万元,住

所在黑龙江省虎林市八五六农场场部青禾小区二期002号。其经营范围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及产品批发

零售;一般对外贸易和对俄小额贸易;早晚市、大集、有限广播电视维护服务、自来水供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300370270407XP。

八五六农场2018年末资产总额1,152,986,970.16元,资产净额为-71,415,322.19元,实现营业收入140,434,

801.35元,净利润-22,796,387.88元;2019年6月末资产总额1,093,231,476.97元,资产净额-83,892,438.36元,实现

营业收入41,961,920.37元,净利润-4,557,116.17元。

三、资产状况

本次八五六分公司拟购买八五六农场在2009-2014年间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 农机具彩钢库资产

状况如下：

（一）八五六农场在2009-2014年间投资建设完成、位于第一、二、三、五、六管理区的水泥晒场共7处,面

积共计60,472.74㎡,账面原值合计7,719,489.32元,截至2019年4月,累计折旧1,717,232.35元,净额6,002,256.97

元。

（二）八五六农场在2010-2011年间投资建设完成、位于第五管理区的农机彩钢库2处,面积共计3,587㎡,

账面原值合计2,690,000.00元,截至2019年4月,累计折旧630,800.00元,净额2,059,200.00元。

上述拟购买八五六农场粮食、农机管护配套设施资产9项,账面原值合计10,409,489.32元,截至2019年4

月,累计折旧2,348,032.35元,净额8,061,456.97元。上述资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9年6月5日出具的以2019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八五六农场

拟转让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2019] 第140877号), 上述资产评估原值合计15,888,

800.00元,净值合计9,604,700.00元,增值1,543,243.03元,增值率19.14%。

四、本次交易内容(合同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八五六农场同意向八五六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二）双方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网(黑龙江),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固定资产评估价

值9,604,700.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9,604,700.00元。

（三）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八五六农场须向八五六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凭证的移交,

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八五六分公司,经八五六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八五六分

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八五六农场支付人民币9,604,700.00元。

（四）双方商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五、本次交易的意义和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效地改善了粮食晾晒条件,使粮食品质更有保障,同时改善了农机管护设施不足

的情况,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

六、本次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八五六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刘长友先生、董事贺天元先生、董事宋颀年先生、董事杨占海先生、

董事叶凤仪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票（3票）赞成通

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八五六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八五六

农场部分粮食、农机管护设施资产之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情况。

八、上网公告的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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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勤得利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

勤得利农场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产

之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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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勤得利分公司(以下简称：“勤得利分公司” )为保证粮食

安全，便于资产管理和使用以及将来统一对粮食处理中心资产的出租、粮食代烘干、代储等经营,经与黑龙

江省勤得利农场(以下简称:“勤得利农场” )协商，拟购买勤得利农场于2011-2015年间投资建设在勤得利分

公司粮食处理中心院内(场地硬化、仓储库房、办公室、材料库等资产权属于勤得利分公司)的粮食烘干塔及

配套设备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勤得利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保证了粮食安全;同时更便于资产管理和使用以及将

来统一对粮食处理中心资产的出租、粮食代烘干、代储等经营。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勤得利分公司为保证粮食安全，便于资产管理和使用以及将来统一对

粮食处理中心资产的出租、粮食代烘干、代储等经营,经与勤得利农场协商，拟购买勤得利农场于2011-2015

年间投资建设在勤得利分公司粮食处理中心院内(场地硬化、仓储库房、办公室、材料库等资产权属于勤得

利分公司)的粮食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产,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二、交易对方

勤得利农场是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登顺,注册资本2,714万元,住所在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同江市建三江勤得利农场。其经营范围从事农业、林业(转基因农作物种子生产除外);畜

牧业、渔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除外);农、林、牧、渔服务业;化肥、粮食、农副食品销售;谷物磨制;房屋建

筑、土木工程建筑;货物运输(危险品除外);保险代理服务(非专业代理);粮食收购;粮食仓储、烘干、装卸;房屋

租赁、场地租赁、设备租赁;农业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游览景区管理;房地

产开发(国家禁止投资的除外);电子商务(金融业除外);食用植物油加工;装卸搬运;旅行社及相关服务;市政设

施管理;农业机械配件、农用金属工具、家用薄膜、塑料制品、农药(危险品除外)销售;自用房地产经营活动。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3006X0651001X7。

勤得利农场2018年末资产总额为793,288,739.51元， 资产净额38,756,734.89元， 实现营业收入254,990,

822.08元,净利润4,985,446.39元;2019年6月末资产总额750,013,559.30元,资产净额43,448,124.16元,实现营业

收入131,720,963.68元,净利润4,691,389.27元。

三、资产状况

本次勤得利分公司拟购买勤得利农场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产状况如下：

（一）勤得利农场在2015年12月投资建设完成、位于勤得利分公司粮食处理中心院内日处理能力500吨

的燃煤烘干塔一座(包括基础、塔体、提升机、护架、风机、热风炉、锅炉房、2座粮仓等),账面原值合计3,168,

846.08元,截至2019年2月,累计折旧476,607.02元,净额2,692,239.06元。

（二）勤得利农场在2011年12月投资建设完成的输电线路1套,账面原值320,000.00元,截至2019年2月,累

计折旧320,000.00元,净额0元。

（三）勤得利农场在2013年12月投资建设完成的粮食输送带1套,账面原值159,500.00元,截至2019年2月,

累计折旧159,500.00元,净额0元。

上述拟购买勤得利农场粮食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产3项，账面原值合计3,648,346.08元,截至2019年2月，

累计折旧956,107.02元,净额2,692,239.06元。上述资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根据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9年6月24日出具的以2019年6月18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勤得利农

场拟转让机器设备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黑龙垦评报字[2019]第295号),上述资产评估原值合计3,640,

000.00元,净值合计2,693,600.00元,增值1,360.94元,增值率0.05%。

四、本次交易内容(合同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勤得利农场同意向勤得利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二）双方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网(黑龙江),以黑龙江省龙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拟转让机器设

备资产评估价值2,693,600.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2,693,600.00元。

（三）协议签订生效后30日内,勤得利农场须向勤得利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凭证的移交，

并将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7日内移交给勤得利分公司，经勤得利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勤得利分

公司在7个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勤得利农场支付人民币2,693,600.00元。

（四）双方商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五、本次交易的意义和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保证了粮食安全;同时更便于资产管理和使用以及将来统一对粮食处理中心

资产的出租、粮食代烘干、代储等经营。

六、本次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勤得利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刘长友先生、董事贺天元先生、董事宋颀年先生、董事杨占海先生、

董事叶凤仪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票（3票）赞成通

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勤得利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勤得利

农场烘干塔及配套设备资产之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

况。

八、上网公告的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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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友谊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

友谊农场水泥晒场资产之关联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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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以下简称：“友谊分公司” )为加强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粮食处理设施不足的情况,确保农业生产及粮食安全,经与黑龙江省友谊农场(以下简称:“友

谊农场” )协商,拟购买友谊农场在2018年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一处,用于农业生产经营。

●关联人回避事宜: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友谊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效地改善了粮食仓储、晾晒条件,使粮食品质、以后年度承

包费的顺利收缴更有保障,同时可以辐射周边满足第3、7作业站共计4万亩水田的粮食保管需求。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友谊分公司为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粮食处理设施不足的情况,

确保农业生产及粮食安全,经与友谊农场协商,拟购买友谊农场在2018年投资建设完成的水泥晒场一处,用于

农业生产经营。

二、交易对方

友谊农场是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建军,注册

资本11,505万元,住所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友谊县友谊路广场街。其经营范围从事牲畜、家禽饲养、淡水养

殖、粮食、饲料、植物油加工、林木种植、林产品采集、加工、经销;谷物及其他作物的种植、销售;化肥经销;热

力生产及供应;物业管理及服务;自有房地产经营;知识产权服务;仓储、装卸搬运服务;保险代理服务;公园管

理、收费;网上贸易代理;食品销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522772619188C。

友谊农场2018年末资产总额为970,680,092.12元, 资产净额为-459,770,364.60元, 实现营业收入152,037,

882.52元,净利润-41,811,933.68元;2019年6月末资产总额1,056,530,478.26元,资产净额-486,573,078.97元,实

现营业收入70,954,494.95元,净利润-5,222,714.37元。

三、资产状况

本次友谊分公司拟购买友谊农场水泥晒场资产状况如下：

友谊农场在2018年投资建设完成、位于第二管理区五作业站的水泥晒场1处,面积32,000㎡,账面原值4,

411,688.10元,截至2019年3月,累计折旧36,764.07元,净额4,374,924.03元。该资产状况良好,正常使用,不存在抵

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4月11日出具的以2019年3月2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友谊农场拟转

让友谊农场第二管理区第五作业站32,000㎡水泥晒场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9]第518

号),上述资产评估原值合计4,730,200.00元,净值合计4,682,900.00元,增值307,975.97元,增值率7.04%。

四、本次交易内容(合同尚未签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友谊农场同意向友谊分公司出售上述资产。

（二）双方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网(黑龙江),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固定资产评估价值

4,682,900.00元作为交易依据,交易价格为4,682,900.00元。

（三）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友谊农场须向友谊分公司完成协议中资产的全部权利凭证的移交,并将

资产实际控制权于协议签订生效后15日内移交给友谊分公司,经友谊分公司确定无误后,友谊分公司在15个

工作日内以货币方式一次性向友谊农场支付人民币4,682,900.00元。

（四）双方商定,因履行其协议而应缴纳的相关税款或费用,均应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

五、本次交易的意义和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有效地改善了粮食仓储、晾晒条件,使粮食品质、以后年度承包费的顺利收缴更有

保障,同时可以辐射周边满足第3、7作业站共计4万亩水田的粮食保管需求。

六、本次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因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是本公司和友谊农场的母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本公司董事长刘长友先生、董事贺天元先生、董事宋颀年先生、董事杨占海先生、

董事叶凤仪先生为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独立董事）全票（3票）赞成通

过此议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我们对关于友谊分公司购买黑龙江省友谊农场

水泥晒场资产之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审慎审核，认为本次交易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会影响公司资产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情况。

八、上网公告的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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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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赵汉新 董事 出差 高岩敏

1.3�公司负责人赵敏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高岩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胡向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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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5,114,576.45 964,480,548.67 -2.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818,116,756.34 826,635,067.4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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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48,246.90 17,809,950.64 17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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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713,787.12 313,810,212.24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6,597,208.84 47,121,539.95 -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270,677.19 43,425,309.65 -7.2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5.70 5.71 减少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31 0.32 -3.1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31 0.32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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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9.03 -121,66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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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578.16 2,104,8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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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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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10.81 346,331.5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28,181.65 5,366,798.5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7927.18 -215,316.40

所得税影响额 -361,180.74 -1,154,443.77

合计 1,928,763.67 6,326,5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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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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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汉新 57,700,000 38.94 0 质押 25,000,000 境内自然人

赵敏海 20,000,000 13.50 0 质押 18,000,000 境内自然人

高岩敏 10,000,000 6.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沈华 8,800,000 5.9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萃智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7,390,000 4.9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余旭 1,200,000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成 1,000,650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伟祖 1,000,000 0.6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建青 424,800 0.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杜建平 400,000 0.2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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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汉新 57,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700,000

赵敏海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高岩敏 1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0

沈华 8,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00

北京萃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90,000

余旭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王成 1,000,65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650

冯伟祖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杨建青 424,800 人民币普通股 424,800

杜建平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赵汉新、赵敏海、沈华为一致行动人；杜建平为赵汉新外甥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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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比率 说明

应收票据 21,770,214.05 43,578,811.97 -50.04% 期末回笼资金应收票据减少

应收账款 125,651,939.28 99,416,585.19 26.39% 期末应收账款账期原因增加期末结存

预付款项 1,326,651.79 2,644,479.68 -49.83%

本期由于采购计划调整导致预付账款结

存减少

其他应收款 1,579,823.75 4,217,654.33 -62.54%

本期由于理财产品到期， 未到期理财金

额减少

其中：应收利息 387,794.14 2,724,376.02 -85.77%

本期理财产品到期， 所以计提未到账期

理财产品利息减少

在建工程 20,691,014.70 13,098,821.55 57.96%

由于工程的进程发展， 导致在建工程金

额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5,060,675.59 1,298,518.96 289.73%

子公司租赁厂房和其他装修工程的部分

进入待摊费用

其他非流动资产 9,096,857.02 6,017,150.02 51.18%

本期公司为提高设备智能化发展， 预付

设备款项增加投入

预收款项 1,509,085.32 906,611.92 66.45%

由于销售订单时间周期增加， 导致预收

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5,627,650.10 1,772,392.75 217.52%

期末应交税费由于计提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金额等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450,553.93 17,315.82 2501.98%

期末由于子公司应付装修公司款项增加

导致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 说明

财务费用 -2,819,922.15 -3,737,720.78 -24.56%

本期账面外币汇率波动使得账面的汇兑损

益有所变化

其他收益 2,105,088.76 3,220,320.00 -34.63% 本期取得的政府补贴部分资金有所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121,667.81 24,542.66 -595.74% 本期处置淘汰部分旧设备产生的部分损失

营业外支出 52,290.54 385,654.11 -86.44% 由于本期相应的营业外支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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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敏海

日期 2019年10月28日

无锡新宏泰电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016� � � �公司简称：新宏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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