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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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邵长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丽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丽萍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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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7,237,704.27 7,877,946,560.13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755,013,752.37 3,660,366,192.66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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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722,749.81 -6.27% 3,575,991,245.21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984,403.93 -48.73% 100,548,136.99 14.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0,638,367.49 -49.37% 92,678,515.08 1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63,365,185.92 303.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2 -48.83% 0.0799 14.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2 -48.83% 0.0799 14.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8% -0.90% 2.71%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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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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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0,074.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390.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23,207.31

合计 7,869,621.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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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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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白鹭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17% 379,430,139 36,866,359 质押 65,000,000

中原股权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14% 202,976,357 质押 116,779,389

中原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9% 110,529,953

百瑞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77% 22,300,000

新乡市国有资

产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1.04% 13,026,000

新乡平原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2% 12,889,102

方壮壮 境内自然人 0.91% 11,405,550

领航投资澳洲

有限公司－领

航新兴市场股

指基金 （交易

所）

境外法人 0.36% 4,549,049

夏一定 境内自然人 0.32% 4,058,688

梁玉萍 境内自然人 0.32% 4,04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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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42,563,780 人民币普通股 342,563,780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976,357 人民币普通股 202,976,357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0,529,953 人民币普通股 110,529,953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00,000

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13,02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26,000

新乡平原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12,889,102 人民币普通股 12,889,102

方壮壮 11,405,55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5,55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4,549,049 人民币普通股 4,549,049

夏一定 4,058,688 人民币普通股 4,058,688

梁玉萍 4,044,900 人民币普通股 4,04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乡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

人控股的公司；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6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6名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 10�名普通股股东中，通过融资融券业务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及其信用账户持

股数量分别为：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110,529,953股；夏一定，4,057,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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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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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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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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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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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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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4,000 0

合计 18,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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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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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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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之签章页）

董事长：邵长金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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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胡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益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洪益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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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7,070,213.50 1,724,618,109.01 2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41,183,450.10 790,089,651.01 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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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848,317.70 120,491,038.63 7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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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310,768.08 1,659,735,083.20 -2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336,870.05 126,800,443.36 -1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8,729,279.29 116,899,613.25 -15.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2 18.47 减少7.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2 1.21 -23.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2 1.21 -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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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64.70 8,3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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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7,193.88 10,085,585.6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

和支出

31,769.89 729,006.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0,961.66 -499,974.50

所得税影响额 -1,022,829.99 -1,715,391.62

合计 3,343,536.82 8,607,59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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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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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德市国资公司

（SS）

24,114,101 17.22 24,114,101 无 国有法人

胡健 14,772,815 10.55 14,772,815 无 境内自然人

宋凌 3,709,000 2.65 3,709,00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卫明 1,873,617 1.34 1,873,617 无 境内自然人

金志好 1,785,483 1.28 1,785,483 无 境内自然人

包江峰 1,649,620 1.18 1,649,62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永根 1,567,330 1.12 1,567,330 无 境内自然人

徐卫荣 1,341,056 0.96 1,341,056 无 境内自然人

赵建标 1,341,056 0.96 1,341,056 无 境内自然人

尹建荣 1,096,100 0.78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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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建荣 1,09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6,100

郑文杰 234,403 人民币普通股 234,403

嘉兴市秀洲区丰汇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200,037 人民币普通股 200,037

谢惠忠 1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000

唐桂珍 125,838 人民币普通股 125,838

傅刚 116,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200

唐芹 1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500

叶平山 10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200

胡贻峰 93,400 人民币普通股 93,400

刘少平 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9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胡健、王卫明、包江峰、赵建标、徐卫荣为公司董监高；除此以外，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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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749,901,863.26 309,351,754.54 142.41%

主要系本期收到发行新股募

集资金所致

应收账款 110,154,649.65 185,630,423.66 -40.66%

主要系江苏新化、 江苏馨瑞

公司受停产影响， 销售收入

下降使期末应收货款减少所

致

预付款项 32,392,264.38 17,433,980.27 85.80%

主要系本期母公司预付原料

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549,751.55 2,643,262.16 34.29%

主要系本期投标保证金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375,341.89 13,495,267.21 -45.35%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待抵扣进

项税金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85,839,307.66 43,011,758.87 99.57%

主要系本期项目投资增加及

为项目采购的工程物资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6,508,940.77 10,510,416.25 57.07%

主要系本期预付项目设备款

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66,669,212.97 206,931,832.00 -67.78%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

入增加，归还银行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133,190,175.97 214,730,228.43 -37.97%

主要系本期原材料采购价格

下降及江苏分部公司受停产

影响减少了原料采购所致

应交税费 6,198,838.94 13,393,694.88 -53.72%

主要系受500万元以下机器

设备一次性税前扣除政策影

响， 本期应交所得税大幅度

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6,500,000.00 10,700,000.00 -39.25%

主要系本期江苏馨瑞公司借

款减少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935,843.96 1,562,992.59 727.63%

主要系本期享受500万元以

下机器设备一次性扣除所得

税优惠政策， 导致金额增加

所致

实收资本 140,000,000.00 105,000,000.00 33.33%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导致股

本增加所致

资本公积 498,026,780.33 42,362,080.33 1075.64%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 股本

溢价影响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7,066,948.80 10,224,030.78 -30.88%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下

降， 相关附加税金下降及土

地使用税减免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6,322,705.88 14,899,653.99 -57.56%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

利息费用减少， 银行存款增

加，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4,345,442.56 -3,201,166.77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江苏分部应收账

款减少，坏账准备冲回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损失以

“－”号填列）

-292,643.0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存货跌价准备减

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749,560.87 2,768,396.97 -72.92%

主要系本期公益性捐赠支出

减少,固定资产报废清理损失

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4,360,099.12 20,672,469.41 -30.54%

主要系本期当期所得税费用

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2,848,317.70 120,491,038.63 76.65%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新化及馨

瑞香料自3月以来停工，购买

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流出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30,781,666.49 -39,454,715.27 1245.29%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

品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76,856,254.95 -8,526,191.9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发行新股， 收到

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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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健

日期：2019年10月28日

股票代码：603867�股票简称：新化股份 2019-027

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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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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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

作的通知》的要求，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1-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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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大类 产量(吨) 销售数量（吨） 销售金额（万元）

脂肪胺 63,839.87 67,375.36 594,49.86

有机溶剂 73,096.46 70,880.22 399,24.23

香料香精 2,982.60 5,656.05 193,08.99

注1：上述产量、销量为折百数量（下同）。

注2：香料香精产量与销售数量差异较大，主要是期初库存较大。

二、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产品大类

2018年1-9月平均价格（元/

吨）

2019年1-9月平均价格（元/吨） 变动比率

脂肪胺 10,537.88 8,823.68 -16.27%

有机溶剂 6,457.46 5,632.63 -12.77%

香料香精 30,249.26 34,138.64 12.86%

注3：2019年1-9月主要产品价格同比有较大变化，其中：脂肪胺产品价格下降16.27%，有机溶剂产品价格下降12.77%，香

料香精产品价格上升12.86%。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原料

2018年1-9月平均价格（元/

吨）

2019年1-9月平均价格（元/

吨）

变动比率

丙酮 4,738.20 3,090.17 -34.78%

丙酮（保税） 4,335.91 2,905.93 -32.98%

酒精 4,865.14 4,835.26 -0.61%

正丙醇 8,232.43 7,546.70 -8.33%

正丁醇 7,025.20 5,823.24 -17.11%

液氨 3,101.00 2,978.24 -3.96%

丙烯 7,246.75 6,407.68 -11.58%

白煤 1,295.75 1,169.26 -9.76%

松节油 21,042.50 23,496.94 11.66%

注4：2019年1-9月主要原材料价格同比有较大幅度变化，其中：丙酮价格下降34.78%，丙酮（保税）价格下降32.98%，正丁

醇价格下降17.11%，丙烯价格下降11.58%，白煤价格下降9.76%，松节油价格上升11.66%。

本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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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新化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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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华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星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昭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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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5,339,675.85 3,174,718,626.11 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610,489,251.56 2,441,970,661.91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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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655,362.20 17.29% 1,514,663,048.51 8.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4,755,088.39 43.50% 167,560,485.05 4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7,093,982.38 47.77% 159,095,603.05 47.8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3,530,107.68 238.45% 308,157,971.59 66.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7 43.46% 0.094 48.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07 43.46% 0.094 48.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2% 0.74% 6.6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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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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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13,791.01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203,392.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69,854.0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46,943.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3,454.14

合计 8,464,88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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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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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笃学 境内自然人 20.79% 370,632,922 质押 130,000,000

周利飞 境内自然人 3.50% 62,481,300 60,315,947 质押 30,157,974

廖鹏 境内自然人 3.36% 59,848,405 44,886,285

张义贞 境内自然人 1.47% 26,253,500

#苏乾坤 境内自然人 0.91% 16,309,061

杨成三 境内自然人 0.76% 13,570,070 10,177,552

潘悦然 境内自然人 0.67% 11,878,272

欧阳志羽 境内自然人 0.52% 9,351,417 7,013,483

李璞 境内自然人 0.52% 9,351,370 7,013,483 质押 6,093,677

杜川 境内自然人 0.52% 9,351,337 7,01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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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笃学 370,632,922 人民币普通股

张义贞 26,253,500 人民币普通股

#苏乾坤 16,309,061 人民币普通股

廖鹏 14,962,120 人民币普通股

潘悦然 11,878,272 人民币普通股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晶浩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9,2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曹文浩 8,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毛韦明 8,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刘静 7,596,612 人民币普通股

赵笃生 4,9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赵笃学与赵笃生是兄弟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苏乾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854,127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454,934股；

股东刘静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840,178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756,4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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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期末余额（元） 期初余额（元） 增减变化 原因

货币资金 430,563,634.01 257,691,891.69 67.08%

主要是公司应收款项回款及票据到期托

收所致。

其他应收款 30,290,828.39 16,499,824.39 83.58%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煤机产品销售订单增

加，相应的投标保证金增加；二是公司合

理利用资金，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225,306,908.23 331,586,300.94 -32.05%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票据到期托收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68,589,593.72 182,823,699.33 46.91%

主要是公司合理利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所致。

预收款项 267,869,144.96 170,652,360.47 56.97%

主要原因是公司煤机产品销售订单增加，

销售收入增加，致预收款项增加。

未分配利润 384,497,766.28 216,937,281.23 77.24%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主营煤机产品销售收

入增加，利润率上升，利润增加；二是公司

网络游戏版块，本期收益较好。

科目 2019年1-9月（元） 上年同期（元） 增减变化 原因

销售费用 86,636,120.84 65,571,912.60 32.12%

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煤机产品本期产品

销售收入增加，相应销售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010,817.63 4,321,867.42 -30.34%

主要是公司合理利用资金，利息收入增加

所致。

其他收益 9,891,141.01 1,156,100.00 755.56%

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的与日常活动相关

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0,723,959.82 4,510,659.52 137.75%

主要是本期公司参股子公司盈利较好所

致。

营业外收入 912,277.47 3,289,920.38 -72.27% 主要是公司本期债务重组利得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958,339.89 3,360,164.18 47.56%

主要是公司部分设备陈旧， 已无法使用，

申请报废所致。

所得税费用 56,494,954.94 39,632,517.37 42.55%

主要原因是公司主营煤机产品本期产品

销售收入增加，利润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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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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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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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00 26,460 0

合计 37,900 2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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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赵华涛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26�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19-042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

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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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3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于2019年10月28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华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9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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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变更，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会计政策变更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2019年10月29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

2019-045）。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议案》。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2019-046）。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2526�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19-043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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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3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于2019年10月28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龙先生主持，公司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对财务报表格

式进行相应调整，能够更客观、公允反映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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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的规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权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见公司2019年10月29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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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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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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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编号：

2019-0045）。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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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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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述通知及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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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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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由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修订通知相关要求，公司将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列报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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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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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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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列报和调整，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不存在追溯调整事项，对公司净资产、

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均无实质性影响。

三、董事会对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其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同意此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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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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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8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持续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运作效率和收益，同意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在保障日常运营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7亿元（含7亿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低风

险理财产品，在此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期限不

超过2年，在上述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因此，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相关

规定，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一）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理财品种主要选择投资于银行等资产管理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

限于购买资产管理机构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极低风险的结构性理财等理财产品。但前述委托理财不得用于质押

且不应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所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

（二）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两年之内有效。

（三）购买额度

最高额度不超过7亿元，该额度将根据实际已使用金额递减。为保证正常经营，公司承诺在有效期限内将选择一年期以

内低风险理财产品，并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额度滚动投资使用。

（四）实施方式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由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

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期间、选择委托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由公司财务总监负责组织实施，公

司财务部具体操作。

（五）信息披露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信息，包括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期限、收益等，将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投资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一）投资风险

公司拟委托理财的对象均为低风险型收益类理财产品，主要受货币政策、汇率变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及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化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二）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

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予以披露；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的审计与监督，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

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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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低风险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资金周转的前提下

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正常运作。对暂时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投资收益，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相关程序

2019年10月28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委托理财产品的议

案》，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意见。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因此，

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若预计投资额度超出董事会权限，公司将重新履行审批程序，并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采取必要风险防控措施的情况下， 计划利用闲置资金进行低风险理财产品投

资，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以，我们同意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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