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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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孙明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党荣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艳波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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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21,077,857.89 49,512,952,917.96 -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996,249,708.12 20,589,865,019.28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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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0,427,307.00 247,591,521.32 1,2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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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51,475,988.09 7,714,694,248.64 21.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4,046,038.06 773,549,205.75 -3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3,457,168.06 748,043,127.72 -35.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23 3.80

减少

1.5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96 0.2082 -37.7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296 0.2082 -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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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49,784.03 -27,165,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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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182.24 7,522,114.5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6,779.41 2,680,2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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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6,046.65 4,260,625.8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5,405.12 -669,813.08

所得税影响额

4,884,180.35 4,337,316.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76.15 -375,661.87

合计

-30,286,907.41 -9,41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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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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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

限公司

608,854,587 16.39

质押

494,191,199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492,822,091 13.27

质押

474,892,805

境内非国有法人

西藏东滨投资有限公

司

170,680,800 4.59

质押

136,54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昆仑信托·东方集

团定增二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01,714,090 2.74

无 其他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

司

－

昆仑信托·东方集

团定增一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01,614,090 2.74

无 其他

西藏骊锦投资有限公

司

96,967,014 2.61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

大华承运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79,429,317 2.14

无 其他

西藏华鸣投资有限公

司

72,426,437 1.95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博时资本

－

民生银行

－

博时资本创利

5

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67,332,396 1.81

无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66,224,340 1.78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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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

608,854,587

人民币普通股

608,854,587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492,822,091

人民币普通股

492,822,091

西藏东滨投资有限公司

170,68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680,800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昆仑信托·

东方集团定增二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01,714,09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14,090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昆仑信托·

东方集团定增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01,614,090

人民币普通股

101,614,090

西藏骊锦投资有限公司

96,967,014

人民币普通股

96,967,014

深圳市大华信安资产管理企业（有限

合伙）

－

大华承运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79,429,317

人民币普通股

79,429,317

西藏华鸣投资有限公司

72,426,437

人民币普通股

72,426,437

博时资本

－

民生银行

－

博时资本创利

5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67,332,396

人民币普通股

67,332,39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66,224,340

人民币普通股

66,224,3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

、我公司名誉董事长、董事张宏伟先生为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公司和东方集团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2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其他发行对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对象向公司出具的说

明，同一管理人旗下多个资产管理计划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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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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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

%

）

情况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430,846,872.69 0.00

不适用

主要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调整及投资增加所

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0.00 4,393,303.03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调整所致。

应收票据

171,000,000.00 250,000,000.00 -31.60

主要为子公司粮油购粮业务结算所致。

应收账款

171,945,706.95 2,826,564,238.16 -93.92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收回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

心丰台区分中心一级土地开发项目返还款所致。

预付款项

584,455,147.32 222,493,793.39 162.68

主要为预付农产品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股利

7,542,000.00 61,313,961.60 -87.70

主要为质押的民生银行股权对应分红款解除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317,195,026.80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调整所致。

其他债权投资

164,532,254.81 0.00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调整所致。

在建工程

19,912,240.48 7,912,480.22 151.66

在建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269,000,000.00 548,000,000.00 -50.91

主要为子公司粮油购销业务结算所致。

预收款项

1,612,151,

177.00

396,473,145.73 306.62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85,282,

162.69

667,765,130.35 137.40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收到合同履约保证金增加所

致。

长期借款

4,304,490,

000.00

7,035,280,000.00 -38.82

主要为一年内到期借款列报调整所致。

长期应付款

1,990,000,

000.00

2,914,024,457.36 -31.71

主要为一年内到期长期应付款列报调整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24,160,603.78 94,573,241.37 137.02

主要为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列报调整。

利润表项目及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

1-9

月）

变动比例

（

%

）

变动说明

税金及附加

22,398,233.74 48,764,205.65 -54.07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上期计提土地增值税

所致。

财务费用

679,378,959.93 503,610,419.51 34.90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部分项目及东方金融

中心项目利息停止资本化计入当期损益所

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4,580,049.88 -22,153,451.18

不适用

主要为子公司上海东瑞套期项目公允价值增

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74,046,038.06 773,549,205.75 -38.72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部分项目及东方金融

中心项目利息停止资本化计入当期损益以及

外部环境变化融资成本提高， 导致财务费用

增加所致。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14,587,408,

613.66

8,049,620,659.12 81.22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收回北京市土地整理

储备中心丰台区分中心一级土地开发项目返

还款及粮油板块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140,834,325.94 700,161,326.94 205.76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收到合同履约保证金

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53,008,508.93 113,731,159.37 34.54

主要为本期应缴纳的税费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263,875,063.55 775,358,026.81 191.98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支付的竞买土地保证

金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90,427,307.00 247,591,521.32 1269.36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收回北京市土地整理

储备中心丰台区分中心一级土地开发项目返

还款及粮油板块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28,413,546,

706.34

83,280,106,

743.80

54.19

主要为国债逆回购及理财产品发生额增加所

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27,702,728,

643.29

83,484,398,

660.59

52.97

主要为国债逆回购及理财产品发生额增加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38,117,704.15 -317,498,015.16

不适用

主要为子公司国开东方收回项目款增加及民

生银行分红增加所致。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1,294,800,000.00 360,000,000.00 259.67

主要为发行公司债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8,325,388.89 480,500,000.00 -87.86

主要为上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保证金结算所

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2,776,958,

223.94

9,628,887,932.69 32.69

主要为本期偿还负债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1,078,378,663.61 555,041,618.34 94.29

主要为支付借款保证金及回购公司股票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557,356,

317.99

198,948,647.78 -2390.72

主要为本期偿还负债增加及回购公司股票所

致。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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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30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预案》，并经公司于2018年9月17日召开的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股份回购预案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回购股份

专用证券账户，聘请律师事务所对股份回购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并于2018年10月10日披露了《东方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对股份回购的有关修改，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回购

实施细则》” ）等有关股份回购的规定，鉴于有关法律政策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相关调整方案已经公司于2019年3月15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调整后的回购方案

主要内容为公司以人民币2亿元至4亿元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50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2018年9月17日至2019年9月16日，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

截止2019年9月16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55,425,3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9%，回购最

高价格为4.27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为3.39元/股，回购均价为3.617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52.15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18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89）。

2、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9-037），其中，四川东方九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牛农业” ）2018年度净

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金额，且九牛农业在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鸿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鸿烨” ）

完成对其增资后累计新增亏损额超过西藏鸿烨投资总额的10%， 触发了九牛农业原股东向西藏鸿烨回购其

持有股份的条件， 西藏鸿烨于2019年4月向九牛农业原股东发出要求其按照协议约定回购西藏鸿烨所持九

牛农业51%股份的《通知书》，但原股东一直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回购义务。

2019年7月23日，西藏鸿烨与四川江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均公司”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西藏鸿烨将所持九牛公司51%股份转让给江均公司。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江均公司已于协议签

署当日向西藏鸿烨全额支付全部股份转让价款1000万元，并完成了股权转让的交割手续。本次股份转让完

成后，九牛公司不再纳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对九牛农业的担保责任已全部解除。本次股份转让受让

方江均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按照公司章程履行相应的内部决策程

序。

对于相关股东应向西藏鸿烨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西藏鸿烨已于2019年8月向相关股东发出《业绩补偿

通知函》，并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相关股东按协议约定履行补偿义务。目前该案件法院

已受理，公司将持续跟进诉讼相关事宜。

3.2�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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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明涛

日期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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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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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3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5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

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戴胜利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任期自本

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戴胜利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子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为顺利开展公司粮食采购业务，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粮油” ）

及其子公司拟与原粮采购业务上游客户及相关银行合作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东方粮油及其子公司作为采

购方与上游客户签订原粮采购合同，并根据采购合同获得实物资产所有权，由于采购合同约定货款支付存

在一定账期，为加快上游客户资金结算周转，由合作银行根据采购合同对上游客户提供融资，公司为上游客

户相关银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供应链融资额度为人民币2亿元， 在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使

用。公司为上游客户提供担保额度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在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使用，其中单笔担保金额以

相关原粮采购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为限。

本次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对本次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

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

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决定具体担保事宜并签署相

关担保文件。股东大会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

的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93）。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9年11月15日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子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

对外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临2019-094）。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附件：戴胜利先生简历

戴胜利，男，1979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曾任华润万家有限公司大区副总经理兼采购总监，江

西五丰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五丰黎红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扬州五丰富春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润五丰

米业（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东方粮仓有限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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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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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30日在公司视频会议室现场召开了第九届

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5日通过电话及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

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5人，监事会主席李亚良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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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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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地反映

出公司当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参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遵守了保密规定。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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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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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

暨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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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原粮采购业务的上游客户。

相关上游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为上游客户提供担保额度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

在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使用，其中单笔担保金额以相关原粮采购合同确定的货款金额为限。截止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元。

● 是否有反担保：否。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顺利开展粮食采购业务，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粮油” ）及其子公司拟与原粮采购业务上游客户及相关银行合作开展供应链融

资业务，东方粮油及其子公司作为采购方与上游客户签订原粮采购合同，并根据采购合同获得实物资产所

有权，由于采购合同约定货款支付存在一定账期，为加快上游客户资金结算周转，由合作银行根据采购合同

对上游客户提供融资，公司为上游客户相关银行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供应链融资额度为人民

币2亿元，在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使用。公司为上游客户提供担保额度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在额度范围内可

以循环使用，其中单笔担保金额以相关原粮采购合同约定的货款金额为限。

2019年10月3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本次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独

立董事对本次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决定具体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担保文件。股东大会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一年。

二、被担保人情况及担保风险的管控措施

（一）被担保人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子公司东方粮油及其子公司原粮采购业务上游客户。公司与相关上游客户不存在关联

关系。

（二）担保风险的管控措施

1、公司将根据业务情况审慎确定具体合作对象，合作对象应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和偿债能力，且相关上

游客户需满足如下条件：（1）合作期限一年以上；（2）无逾期及违约情况；（3）有一定规模且有房产。合作

银行将就上游客户情况进行进一步审核。

2、被担保人与合作银行签署协议，由被担保人在合作银行开立指定还款账户，东方粮油及其子公司将

货款支付至被担保人在合作银行开立的指定还款账户，专项用于偿还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被担

保人在合作银行相关授信融资，合作银行需对此账户进行监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评估费用、鉴定费用、执行费用等），以

及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应有应付费用。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担保期限：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4、担保金额：公司为上游客户提供担保额度限额为人民币2亿元，在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使用，其中单

笔担保金额以相关原粮采购合同确定的货款金额为限。

具体内容以公司与上游客户、银行签订的相关原粮采购合同和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东方粮油及其子公司与上游客户、银行合作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的目的为促成粮食贸易业务，有利于

公司原粮采购业务的顺利开展，与上游客户实现互惠互赢。公司严格把控上游客户资质条件，在信用状况良

好、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合作贸易商中进行选择，且相关融资仅用于原粮采购货款的支付，并与上游客户、

合作银行对融资偿付作出相应安排，公司为上游客户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独立董事关于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上游客户、银行合作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

并提供担保，有利于公司原粮采购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为相关上游客户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子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及暨对外担保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19年10月29日，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子公司为子提供担保）余额106.08亿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51.52%。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余额8.8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4.27%。 公司为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19.7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9.61%。东方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29.02亿元。公司上述担保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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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19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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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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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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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号东方大厦17层视频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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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至2019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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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子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

告。

2、 特别决议议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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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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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11

东方集团

201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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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人须持本人有效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样式见附件）、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股东应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

代表证明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及出席人有效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

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11月14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3、登记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235号东方大厦17层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人：丁辰。

5、联系电话/传真：0451-53666028。

六、 其他事项

现场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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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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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子公司开展供应链融资业务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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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811� � �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9-090

债券代码：155175� � � �债券简称：19东方01� � � �债券代码：155495� � �债券简称：19东方02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裁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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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10月29日收到副总裁辛赵升先生提交的

辞职报告书，辛赵升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根据相关规定，辛赵升先生的辞职报告书自

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辛赵升先生辞去副总裁职务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对辛赵升先生在担任副总裁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458� � � � �公司简称：时代新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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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首一、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蕴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麻帅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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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30,610,050.20 14,277,065,125.70 7.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687,627,382.03 4,700,857,682.94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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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19,677.71 -147,081,143.29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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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97,395,131.54 8,316,298,988.66 -3.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479,300.96 85,697,707.35 -8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2,077,340.50 53,401,552.36 -141.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0.27 1.67

减少

1.4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2 0.11 -81.82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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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729.58 -648,9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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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2,276.02 19,682,8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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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5,347.89 12,203,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68,911.11 9,793,463.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96,156.93 -999,095.27

所得税影响额

-2,235,945.96 -5,474,635.02

合计

13,975,702.55 34,556,6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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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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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36.43

无 国有法人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6,029,078 8.22

无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34,400 2.17

未知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1.54

无 国有法人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9,666 1.11

无 国有法人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0.89

无 国有法人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7,070,109 0.88

无 国有法人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574,515 0.69

无 国有法人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

统

－

普通保险产品

5,162,691 0.64

未知 未知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5,142,908 0.64

无 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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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292,494,103

人民币普通股

292,494,103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66,029,078

人民币普通股

66,029,07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43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34,400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12,338,786

人民币普通股

12,338,786

中车株洲车辆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8,909,666

人民币普通股

8,909,666

中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

7,179,675

人民币普通股

7,179,675

中车南京浦镇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7,070,109

人民币普通股

7,070,109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5,574,515

人民币普通股

5,574,515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5,162,691

人民币普通股

5,162,691

中车眉山实业管理有限公司

5,142,908

人民币普通股

5,142,90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第

1

、

4

、

6

、

8

名股东的控股股东同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

2

、

5

、

7

、

10

名股东

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均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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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7,997,395,131.54 8,316,298,988.66 -3.83

营业成本

6,645,928,732.20 6,972,182,663.35 -4.68

销售费用

368,832,064.59 328,240,797.32 12.37

管理费用

327,002,256.85 365,655,123.18 -10.57

研发费用

522,547,744.80 467,151,059.60 11.86

财务费用

99,974,871.37 60,201,913.99 6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419,677.71 -147,081,143.29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157,111.86 -329,854,428.3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9,765,453.20 222,635,690.95 124.48

项目 本期末数 上年度末数 变动比例（

%

）

应收票据

1,151,130,782.74 1,653,877,666.61 -30.40

预付款项

210,772,965.98 140,412,234.52 50.11

使用权资产

443,436,071.34

不适用

合同负债

100,953,090.43 170,384,324.36 -40.75

应付职工薪酬

187,566,818.86 112,882,003.30 66.16

应交税费

88,015,999.27 135,455,638.15 -35.02

其他流动负债

504,773,148.88 7,538,015.24 6,596.3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3,640,876.65 1,204,814,409.92 -83.10

长期借款

1,074,619,767.30

不适用

租赁负债

380,363,922.24

不适用

长期应付款

25,000,000.00 76,034,085.60 -67.12

●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汽车市场收入下降以及时代工塑、时代绝缘产业剥离，力克橡塑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范围所致。

●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收入规模下降所致。

●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本期计提的三包费较上年同期增长所致。

●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时代工塑、时代绝缘及力克橡塑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所致。

●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借款利息增加以及本年首次适用新租赁准则的共同影响所致。

●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风电新型叶片、芳纶材料等新项目的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

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

应收票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票据到期收款所致。

●

预付款项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

使用权资产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本年首次适用新租赁准则的影响所致。

●

合同负债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预收款确认收入所致。

●

应付职工薪酬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尚未支付的职工薪酬影响所致。

●

应交税费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缴纳增值税款所致。

●

其他流动负债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发行

5

亿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偿还

1.39

亿欧元借款所致。

●

长期借款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

租赁负债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本年首次适用新租赁准则的影响所致。

●

长期应付款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本年首次适用新租赁准则，将原应付融资租赁款核算为租赁负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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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全球汽车市场持续下行的影响德国BOGE公司经营业绩下滑、可能存在的商誉减值及应收账款坏账

损失等风险、出售时代华鑫公司65%的股权等事项，均会对公司2019年全年业绩产生重大不确定影响。

公司名称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首一

日期 2019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600458� � �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临2019-064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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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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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收入实现情况

单位：万元

主要产品

2019

年

7-9

月产量

2019

年

1-9

月产量

2019

年

7-9

月收入

2019

年

1-9

月收入

汽车零部件

154,342 464,385 150,519 470,647

轨道交通零部件

53,238 171,638 73,944 200,125

风电叶片

940

片

2,832

片

54,604 112,044

二、主要产品的毛利率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第三季度毛利率（

%

）

1-9

月毛利率（

%

）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比率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比率

汽车零部件

10.31 11.99 -1.68 10.34 12.22 -1.88

轨道交通零部件

34.57 28.74 5.83 34.65 29.06 5.59

风电叶片

7.12 10.00 -2.88 8.50 8.86 -0.36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主要原材料

第三季度平均采购价

1-9

月平均采购价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比率（

%

）

2019

年

2018

年 变动比率（

%

）

钢材

5,490 5,810 -5.51 5,480 5,690 -3.69

灌注树脂

27,381 26,298 4.12 27,624 26,781 3.15

全乳胶

12,562 12,700 -1.09 12,616 13,827 -8.76

烟片胶

14,835 15,191 -2.34 15,263 16,379 -6.81

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圴为初步统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仅供参考，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