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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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海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陆凤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陆凤

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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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6,869,817.31 1,433,155,273.41 -1.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12,518,249.49 1,326,914,867.59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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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28,865.32 7.19% 819,820,733.06 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8,165,944.81 21.21% 198,637,219.53 2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2,210,133.69 26.21% 172,772,104.44 29.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7,961,548.22 112.26% 181,067,944.25 6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3 21.15% 1.03 28.7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3 21.15% 1.03 2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14% 1.06% 15.33%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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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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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5,516.2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2,010,525.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1,174.27

减：所得税影响额 4,572,213.20

合计 25,865,11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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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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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海波 境内自然人 29.92% 57,659,940 53,703,236

施宗梅 境内自然人 16.04% 30,912,000 30,912,000

张肃宁 境内自然人 2.94% 5,655,645 0

林振军 境内自然人 2.47% 4,765,792 0 质押 4,053,758

吴向阳 境内自然人 2.29% 4,403,380 0 质押 2,974,720

罗美华 境内自然人 2.08% 4,001,300 0

金玉香 境内自然人 0.91% 1,745,992 0

许英 境内自然人 0.88% 1,690,008 0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信

托锐进52期泓澄

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0.78% 1,498,663 0

崔勇 境内自然人 0.76% 1,470,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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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肃宁 5,655,645 人民币普通股 5,655,645

林振军 4,765,792 人民币普通股 4,765,792

吴向阳 4,403,380 人民币普通股 4,403,380

罗美华 4,001,3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1,300

王海波 3,956,704 人民币普通股 3,956,704

金玉香 1,745,992 人民币普通股 1,745,992

许英 1,690,008 人民币普通股 1,690,008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

锐进52期泓澄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498,663 人民币普通股 1,498,663

崔勇 1,470,580 人民币普通股 1,470,580

何子轩 1,242,612 人民币普通股 1,242,6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王海波、施宗梅为夫妻关系，公司不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股东林振军通过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无限售流通股

7118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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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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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1、2018年9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2、2018年10月12日，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管理办法〉 的议案》 和《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3、2018年10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权

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发表了核查意见。

4、2018年12月6日，公司披露了《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2018-151），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

公司于2018年12月5日完成了向204名激励对象授予296.80万份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期

权简称：凌霄JLC1，期权代码：037799，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9.84元/股。上述相关股票期权

激励事项已在临时报告中予以披露，详情请参看巨潮资讯网。

5、2019年10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注销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同意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由19.84元/股调整为11.46元/股，股票

期权授予数量由2,968,000份调整为4,748,800份； 授予股票期权的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

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对该部分股票期权合计83,200份予以注销；同意公司为199名激励

对象办理第一个行权期的1,866,240股股票期权的行权手续。

6、2019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鉴于授予股票期权的1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自愿放弃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对激

励对象人数及激励对象数量进行合理调整，同意将激励对象人数由199名调整为198名，将股

票期权数量由4,665,600份调整为4,652,800份。 同意公司将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行

权人数相应由199名调整为198名，第一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相应由1,866,240份调整为1,861,

120份，并同意对上述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2,800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上述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公司配股项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

1、本公司于2019年4月3日披露了《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该预案已于2019年

4月23日经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19年5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

理序号：191182）；

3、2019年6月2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191182号）；

4、2019年7月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明确公司2019年度

配股公开发行证券方案配股数量的议案》，明确本次配股以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总股数

192,686,796股为基数，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可配售股份数量为57,806,

038股；

5、 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12日、2019年7月24日、2019年8月15日， 就上述 “反馈意见

（191182号）” 进行了回复及修订回复；

6、2019年8月5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2019年8月17日就上述《关于请

做好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申请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进行回复及修订回复。

7、2019年8月30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的配股申请进行了

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配股申请获得审核通过，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

文件。

上述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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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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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250 58,000 0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21,100 18,100 0

合计 88,350 7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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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31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凌霄泵业：002884凌霄泵业投资者关

系管理档案20190802》

2019年09月1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凌霄泵业：2019年9月18日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人代表：王海波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002884� � � �证券简称：凌霄泵业 公告编号：2019-103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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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王海波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

方式等通讯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19年10月29日以现场和通讯的方式举行，采取书面记名投票和通讯方

式进行表决。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

4、本次董事会由王海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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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9-102）、《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年10月

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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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规定，有助于提高

会计信息质量，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2019-105） 详见2019年10月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

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暨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是鉴于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自愿放弃公司2018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进行的合理调整和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

及《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同意将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人数由199名调整为198名， 将股票期权数量由4,665,600份调整为4,652,800份。 同意公司将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行权人数相应由199名调整为198名，第一次行权的股票期权

数量相应由1,866,240份调整为1,861,120份，并同意对上述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

行权的12,800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公司本次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的调整与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关于调整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2019-106） 详见2019年10

月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的票数占全体董事所持的有效表决权票数的

100%。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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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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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监事会由监事会主席梁瑞军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及

电话方式等通讯方式发出。

2、本次监事会于2019年10月29日以现场的方式举行，采取书面记名投票进行表决；

3、本次监事会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

4、本次监事会由梁瑞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子庚列席了本次监事会。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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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9-102）、《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2019年10月

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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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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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2019-105） 详见2019年10月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暨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的议案》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股票期权行权授予数量由4,665,

600份调整为4,652,800份，同意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合计12,800份予以注

销。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关于调整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2019-106） 详见2019年10

月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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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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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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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企业会计政策。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日期：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均依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

2、变更介绍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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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号）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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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3、变更原因

2019年9月19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本通知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

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 是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 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 “使用权资

产”“租赁负债”等行项目，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

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行项目。

2、是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三个行项目，将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

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 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

量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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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行项目，在原合

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项储备” 行项目和列项目。

上述变更是根据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 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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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当年

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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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其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也不涉及以往年度

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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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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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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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行权数量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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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凌霄泵业” ）2019年10月29日召开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

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 2018年9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上述议案并发表同意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徐军

辉就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北京大成（广州）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法律意见书》。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二） 2018年9月20日至2018年9月30日，公司对本次拟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

司内网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18

年10月8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

核意见和公示情况说明》。

（三） 2018年10月11日，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

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须的全部事

宜；同时，公司根据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核查情况，披露了《关于2018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四） 2018年10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监事会对此次授予激

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凌霄泵业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出具

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凌霄泵业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

（五） 2018年12月6日，公司完成股票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凌霄JLC1，期权代

码：037799，股票期权授予日：2018年10月15日，股票期权授予对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等共204人，股票期权授予数量：2,968,000份，股票期权

行权价：19.84元/股。

（六） 2019年10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于注销

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

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根据《2018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与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涉及的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进行调整。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由2,968,

000份调整为4,748,800份，行权价格由19.84元/股调整为11.46元/股。公司注销5名已离职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83,200份。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

期权数量由原来的4,748,800份变更为4,665,600份，激励对象人数由204人变更为199人。2018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激励对象人数由204人调整为199人，可行权股票期权

数量由1,899,520份调整为1,866,240份。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大成（广

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数量调整、部分股票期权注销

及第一个行权期行权的法律意见书》。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出具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七） 2019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 关于本次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的调整及注销

鉴于公司授予股票期权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 自愿放弃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授予的股票期权，根据公司《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数量及授予权益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原激励对象人数由199名调整为198

名，原股票期权数量4,665,600份调整为4,652,800份。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次行权

人数相应由199名调整为198名， 第一次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相应由原来的1,866,240份调整为

1,861,120份，并将对上述1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12,800份股票期权进行注

销。

三、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的调整与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

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

办法》以及公司激励计划中的相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且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的上述调整，同意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

合计12,800份予以注销。

五、 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经认真审核认为：本次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的调整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股票期权行权授予数量由4,665,

600份调整为4,652,800份，同意对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股票期权合计12,800份予以注

销。

六、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数量调整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事项已获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调整方案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

公司对前述事项尚需按照《管理办法》《备忘录第4号》以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

披露手续以及相应的注销登记和调整手续。

七、 备查文件

（一）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行权数量调整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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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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鲁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尤世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尤世喜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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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633,942,854.51 5,207,923,757.22 8,749,066,408.10 -1.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069,734,919.58 1,579,278,477.28 2,732,992,133.35 12.3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587,507,

141.23

664,845,

481.08

704,060,

327.47

-16.55%

1,846,263,

413.47

2,578,774,

316.26

2,315,000,

152.21

-2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0,751,

843.17

22,301,

419.43

31,405,

618.04

125.28%

221,966,

910.19

162,775,

260.70

129,482,

325.33

71.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0,345,

156.52

20,544,

173.79

31,654,

352.49

122.23%

132,769,

725.13

153,259,

507.73

121,993,

293.72

8.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1,435,

393.62

118,623,

460.96

54,834,

928.92

-6.20%

306,706,

440.05

112,813,

465.38

-52,117,

386.63

688.4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8 0.0202 0.028 71.43% 0.175 0.1477 0.117 49.5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8 0.0202 0.028 71.43% 0.175 0.1477 0.117 4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 0.85% 0.82% 1.63% 7.42% 6.18% 3.38%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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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5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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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86,64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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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436,067.72 收购同一控制下企业顺宇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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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071.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24,843.2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44,176.80

合计 89,197,185.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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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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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32% 261,671,210 0 质押 247,000,000

深圳东方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21% 259,915,384 259,915,384

诸暨市亿锦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3% 73,000,000 0 质押 73,000,000

宁波合勋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7% 67,540,000 0

嘉兴金熹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0% 61,884,615 61,884,615

鲁小均 境内自然人 4.05% 61,200,000 0 质押 51,000,000

汇佳华健（珠海）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 55,111,858 0

鲁永 境内自然人 3.03% 45,763,422 34,322,566 质押 45,760,000

珠海横琴宏丰汇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 30,942,307 30,942,307

李红卫 境内自然人 1.64% 24,758,426 17,25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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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集团有限公司 261,671,210 人民币普通股 261,671,210

诸暨市亿锦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7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00,000

宁波合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7,5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540,000

鲁小均 6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200,000

汇佳华健（珠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55,111,858 人民币普通股 55,111,85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215,340 人民币普通股 15,215,340

李伯英 12,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50,000

鲁永 11,440,856 人民币普通股 11,440,856

李红卫 7,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0

赵海乐 6,489,085 人民币普通股 6,489,0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第1名、第6名、第8名股东为关联联系人。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李红卫先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股数7,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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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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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 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 回购股份数量2,

076,9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84%，最高成交价为4.9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74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9,

996,297.00元（不含交易费用）。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28）。

截至2019年3月14日，公司已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回购股份

数量5,210,0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最高成交价为4.9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70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25,094,789.86元（不含交易费用）。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披露的《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2）。

公司2019年3月1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19年4月1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回购总额调整至不超过（含）人民币5,000万元，不低

于（含）人民币2,500万元。本次股份回购已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份回购

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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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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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货

33,057,

304.18

190,200.00 0.00 33,057,304.18

28,796,

040.18

668,050.00 4,451,464.00 自由资金

其他

194,000,

000.00

194,000,

000.00

其他

合计

227,057,

304.18

190,200.00 0.00 33,057,304.18

28,796,

040.18

668,050.00

198,451,

46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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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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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鲁永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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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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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露笑科技”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10

月23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2019年10月30日上午10:30在诸暨市店口镇露笑路38号公司办公大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现场会议实际出席董事6人。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鲁永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本议案。

公司董事认真审议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认为公司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经营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145，《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三、备查文件

1、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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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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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议召开情况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以电子

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2019年10月30日上午11:00在诸暨市展诚大道8号公司办公大楼五楼会议室以现场

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建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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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9-145，《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

三、备查文件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露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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