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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2019年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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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推动重庆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在重庆证监局指导下，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

公司举办“重庆辖区2019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该主题活动及网上交流时间定于

2019年11月6日15:00-17:00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参与本次活动。

届时，公司相关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并通过上述网站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 形式的在

线交流，回答投资者关心的问题。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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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重庆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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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推动重庆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工

作，在重庆证监局指导下，重庆上市公司协会联合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

络有限公司举办辖区上市公司2019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主题活动及网上交流定

于2019年11月6日（星期三）下午15:00一17:00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http://roadshow.sseinfo.com）参与互动交流。

届时，公司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经营状况、

发展战略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在线沟通与交流。欢迎广

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85� � � �公司简称：同仁堂

第三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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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高振坤、总经理邸淑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智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吕晓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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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44,698,047.76 20,477,582,504.05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793,675,614.12 9,260,951,252.86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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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5,459,648.13 1,518,969,653.55 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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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58,910,867.19 10,476,993,964.78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0,127,347.41 849,761,832.34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42,389,646.64 837,749,516.38 0.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8.76 9.70

减少

0.9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620 0.620 -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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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32.73 37,0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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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4,349.00 14,542,5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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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72.58 813,634.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246,440.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56,366.43 -1,732,090.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7,393.06 -3,516,686.58

所得税影响额

-440,310.14 -2,653,252.55

合计

2,094,319.22 7,737,7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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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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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同仁堂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719,308,540 52.45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守型

投资组合

125,989,589 9.19 0

无

0

其他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积极型

投资组合

79,589,694 5.80 0

无

0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033,822 2.99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3,008,278 2.41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380,931 1.12 0

无

0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309,400 0.90 0

无

0

未知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

安本标准

－

中国

A

股股票基金

6,875,248 0.50 0

无

0

其他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保

险产品

6,641,001 0.48 0

无

0

其他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

险产品

－022L-CT001

沪

5,916,878 0.43 0

无

0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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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北京同仁堂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719,308,540

人民币普通股

719,308,540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守型投资组合

125,989,589

人民币普通股

125,989,589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积极型投资组合

79,589,694

人民币普通股

79,589,69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033,822

人民币普通股

41,033,82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33,008,278

人民币普通股

33,008,27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380,931

人民币普通股

15,380,93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30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9,400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

安本标准

－

中国

A

股股票

基金

6,875,248

人民币普通股

6,875,248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保险产品

6,641,001

人民币普通股

6,641,001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022L-CT001

沪

5,916,878

人民币普通股

5,916,8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一一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报告期末持有股份

719,308,540

股，无质押

或冻结情况，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保守型投资组合”与

“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积极型投资组合”由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除上述股东外，其他股东未知

是否存在一致行动人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说明：

公司于报告期内接到持有5%以上股份股东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邦人寿” ）发来的通知函：

截至2019年8月22日，安邦人寿通过“安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保守型投资组合” 、

“安邦人寿股份有限公司-积极型投资组合” 账户购买本公司普通股股票累计达到205,579,

283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99%。2019年8月23日，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同

意，安邦人寿更名为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家人寿” ），控股股东由安邦

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变。

本次变更后，大家人寿持有本公司普通股股票205,579,28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4.99%，

持股比例不变。

上述股东账户名称的变更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

手续。截至本报告批准日，公司尚未接到上述股东有关账户名称变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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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幅度

%

1

其他非流动资产

87,290,386.58 44,195,979.08 97.51

2

短期借款

208,750,000.00 365,375,000.00 -42.87

3

应付票据

- 11,476,070.20 -

4

预收款项

188,948,359.25 345,827,246.01 -45.36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5,197,629.39 12,145,837.64 766.12

6

长期借款

418,475,704.33 115,723,001.94 261.62

7

其他综合收益

84,151,483.76 44,972,201.79 87.12

序号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8

财务费用

-37,702,569.95 -11,277,021.37 -

9

其他收益

14,422,991.09 21,928,316.82 -34.23

10

资产处置收益

37,065.75 -948,780.61 -

11

投资收益

473,820.99 -2,726,708.92 -

12

资产减值损失

9,575,248.34 2,221,011.36 331.12

13

营业外收入

4,053,187.39 8,456,964.44 -52.07

14

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

75,640,314.33 118,859,328.30 -36.36

序号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

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75,459,648.13 1,518,969,653.55 23.47

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862,093.29 -406,187,014.18 -

1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4,385,910.86 -618,571,245.62 -

说明：

1.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97.51%，主要是下属子公司预付土地出让金增加

所致。

2.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下降42.87%，主要是下属子公司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3.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下降，主要是下属子公司应付票据到期支付所致。

4.预收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下降45.36%，主要是预收货款的商品本期已交付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年初大幅增长，主要是下属子公司一年内到期的

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6.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大幅增长，主要是下属子公司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7.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87.12%，主要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8.财务费用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是下属子公司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9.其他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4.23%，主要是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本期计入的

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10.资产处置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是下属子公司固定资产处置收

益增加所致。

11.投资收益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是下属子公司之联营企业超额亏损

本期不再计入当期收益所致。

1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主要是下属子公司计提的存货跌价

准备增加所致。

13.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下降52.07%，主要是下属子公司上期取得拆迁补

偿所致。

14.其他综合收益税后净额本期发生额较上年同期下降36.36%，主要是本期外币报表折

算差额减少所致。

1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23.47%，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1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现

金增加及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下降所致。

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是下属子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增加所致。

注：本企业因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应收票据、其他流动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科

目重新分类调整为应收票据、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款项融资、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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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振坤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85� � �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2019-029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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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于2019年10月18日以电子邮件、传

真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10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2人，

实到12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高振坤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审议讨论，以举手表决

方式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2019年中期现金分红的预案

根据控股股东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建议，为庆祝同仁堂三百五十周

年堂庆、切实回报全体投资者，公司2019年中期现金分红预案为：以2019年9月30日总股本1,

371,470,262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0元（含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5元（含税）。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二项尚需公司2019年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085� � �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临2019-030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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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经全体监事审议讨论，以全票赞成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有关

法规、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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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2019年1-9月份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未发现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2019年中期现金分红的预案

上述第二项尚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085� � � �证券简称：同仁堂 公告编号：2019-03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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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11月19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11月19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天贵大街33号北京同仁堂股

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11月19日

至2019年11月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中期现金分红的议案

√

2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项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有关决议公告刊登于2019年

10月31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述第2项

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有关决议公告刊登于2019年8月27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将

不迟于2019年11月8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 特别决议议案：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

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085

同仁堂

2019/11/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19年11月13日9:00一16:00。

（二）登记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外大街42号同仁堂大厦证券部

（三）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托出席者需持委

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及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非自然人股东持单位证明、股票账户卡、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贾泽涛李泉琳

联系电话：010一67179780传真：010一67152230

（二）本次会议会期预计半天，出席人员交通自理，公司提供会议当日午餐简餐。

特此公告。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19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中期现金分红的议案

2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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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能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温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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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2,523,135.22 3,886,967,149.69 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29,945,770.58 1,372,477,555.82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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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610,320.30 4.61% 1,981,305,431.24 8.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346,939.94 9.14% 62,940,583.52 3.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5,099,482.26 -0.60% 52,901,731.36 -7.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44,039,573.96 80.6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6 0.00% 0.23 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6 0.00% 0.23 4.5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4% 0.09% 4.49%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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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5,937.2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7,440,1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699,714.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796,899.07

合计

10,038,852.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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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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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59% 84,465,500 84,465,500

潍坊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6% 56,500,000 56,500,000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2% 10,547,394

洪泽君 境内自然人

2.45% 6,756,000

吴海燕 境内自然人

2.37% 6,538,000

张晓天 境内自然人

0.80% 2,215,800

吴金芬 境内自然人

0.57% 1,582,50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红炎神州牧基金 其他

0.55% 1,518,846

胡祖平 境内自然人

0.34% 939,190

黄佩玲 境内自然人

0.32% 88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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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0,547,394

人民币普通股

10,547,394

洪泽君

6,756,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56,000

吴海燕

6,5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8,000

张晓天

2,21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5,800

吴金芬

1,58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82,500

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红炎神州牧基金

1,518,846

人民币普通股

1,518,846

胡祖平

939,190

人民币普通股

939,190

黄佩玲

882,945

人民币普通股

882,945

安调过

791,100

人民币普通股

791,100

李振

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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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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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通过投资者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情况：洪泽君持有

6,756,000

股；吴海燕持有

6,538,000

股；张晓天持有

2,185,800

股；北京神州牧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红炎神州牧基金持有

1,518,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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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 注释

应收票据

263,879,493.86 194,255,881.00 69,623,612.86 35.84%

注释

1

预付款项

48,877,128.01 9,384,709.08 39,492,418.93 420.82%

注释

2

开发支出

55,597,453.19 41,410,965.85 14,186,487.34 34.26%

注释

3

应付账款

1,356,015,340.48 1,021,330,507.54 334,684,832.94 32.77%

注释

4

合同负债

96,940,520.63 58,606,596.74 38,333,923.89 65.41%

注释

5

应交税费

20,178,101.65 13,919,608.15 6,258,493.50 44.96%

注释

6

长期应付款

48,416,369.94 19,574,700.43 28,841,669.51 147.34%

注释

7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7,010,624.40 5,255,223.48 11,755,400.92 223.69%

注释

8

其他应收款

6,769,731.29 4,740,610.46 2,029,120.83 42.80%

注释

9

注释

1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注释

2

：主要是报告期进口物料预付账款增加所致；

注释

3

：主要是受报告期研发费用资本化影响；

注释

4

：主要是报告期采购物料增加影响；

注释

5

：主要是报告期预收的账款增加所致；

注释

6

：主要是报告期增值税增加所致；

注释

7

：主要是报告期德感园区搬迁收到政府款增加所致；

注释

8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辞退福利所致；

注释

9

：主要是报告期应收利息增加所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 注释

财务费用

-11,010,599.44 -3,666,420.27 -7,344,179.17 -200.31%

注释

1

其他收益

10,112,344.47 4,761,270.44 5,351,074.03 112.39%

注释

2

管理费用

94,878,900.36 53,283,153.48 41,595,746.88 78.07%

注释

3

研发费用

117,525,598.77 87,163,007.99 30,362,590.78 34.83%

注释

4

信用减值损失

4,817,262.66 -5,739,587.19 10,556,849.85 -183.93%

注释

5

资产处置收益

1,695,937.23 -58,535.51 1,754,472.74 2997.28%

注释

6

注释

1

：主要是报告期利息收入增加且无贷款利息支出所致；

注释

2

：主要是报告期政府补助项目增加所致；

注释

3

：主要是报告期计提辞退福利增加所致；

注释

4

：主要是报告期新产品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注释

5

：主要是报告期应收账款收回转回坏账准备所致；

注释

6

：主要是报告期处理废旧设备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

） 注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039,573.96 79,744,814.32 64,294,759.64 80.63%

注释

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60,429.19 -6,224,131.40 -36,136,297.79 -580.58%

注释

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24,712.70 -59,734,997.87 53,210,285.17 89.08%

注释

3

注释

1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货款增加所致；

注释

2

：主要是上年同期收到参股公司分红款，本报告期未收到分红款所致；

注释

3

：主要是上年同期偿还贷款，本报告期无此事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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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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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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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徐宏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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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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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下称“会议” ）。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5日以电子邮件或专

人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共收回有效表决票9票。

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地审议了如下

议案：

1．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19

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3．关于计提辞退福利的议案

按照公司相关政策，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第六条的相关规定，2019年第三季度公司计提辞退福利费用657.30万元，影响

公司当期净利润减少551.31万元。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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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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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下称“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0月25日以电子邮件或

专人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共收回有效表决票3

票。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地审议了如

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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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计提

减值的审批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此次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

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2019

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3．关于计提辞退福利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辞退福利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依据充分；此次计提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后续的持续经营，同意本次计提辞退福利。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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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

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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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30日召开的2019年第四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2019年9月30日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减

值测试，对应收款项回收的可能性，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可收回

金额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对存在减值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着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的原则，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1,246.19万元，转回或转

销存货跌价准备金额449.99万元；应收款项收回转回坏账准备62.29万元；计提固定资产减值

准备金额10.52万元。

二、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 定。公司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可以使公 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

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三、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报告期末，应收款项坏账准备余额1,225.81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5,868.17万元，固定资

产减值准备余额53.03万元。2019年第三季度， 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公司当期净利润减少629.65

万元。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依据充分，履行了董事会审批程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真实、准确的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

提供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同意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政策规定， 计提减值的审批程序

合法合规、依据充分；此次计提上述资产减值准备可以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

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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