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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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文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田千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武丽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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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3,158,341.81 3,893,019,720.66 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737,282,834.60 1,679,116,868.59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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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850,479.30 2.58% 1,431,770,423.11 23.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237,660.49 -9.50% 46,021,677.42 5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30,784.47 -98.19% 38,545,532.78 -20.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0,773,064.11 209.83% 101,614,641.72 144.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0% 0.04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 0.00% 0.04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0.55% 2.70%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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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5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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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31,333.17 政府补贴、对企业扶持资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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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6,536.42

公司持有的安东集团股票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32,837.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78,538.9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77,182.49

合计 7,476,144.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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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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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松 境内自然人 10.80% 115,661,850 115,661,850 质押 115,540,000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0.02% 107,275,951

白明垠 境内自然人 8.34% 89,347,800 83,073,000 质押 73,561,850

肖荣 境内自然人 5.76% 61,723,912 61,723,912 质押 61,670,000

王毅刚 境内自然人 0.80% 8,613,000 8,613,000

王全 境内自然人 0.71% 7,575,187 7,575,187

杨飞跃 境内自然人 0.60% 6,417,100

史瑞祥 境内自然人 0.51% 5,416,000

张文灿 境内自然人 0.41% 4,425,500

孙伟杰 境内自然人 0.29% 3,063,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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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107,275,951 人民币普通股 107,275,951

杨飞跃 6,417,100 人民币普通股 6,417,100

白明垠 6,274,800 人民币普通股 6,274,800

史瑞祥 5,4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16,000

张文灿 4,42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25,500

孙伟杰 3,063,898 人民币普通股 3,063,898

王潮彬 2,9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4,200

吴小兵 2,675,959 人民币普通股 2,675,959

张远航 2,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50,000

金建芳 2,006,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6,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2019�年 5�月 9�日，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水业” ）与公司共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

松、白明垠、肖荣、股东潘峰、王毅刚、王全、孙河生、张海汀、李雪（以下简称“转让方” ）签署了《长沙水

业集团有限公司与黄松、白明垠、肖荣、潘峰、王毅刚、王全、孙河生、张海汀、李雪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之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 ）、《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

司与黄松、肖荣、潘峰、王毅刚、王全、孙河生、张海汀、李雪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长沙水业拟受让转让方合计持有的公司 10.02%股

份；同时黄松将其剩余持有的公司 10.80%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长沙水业行使，委托期限自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之日起 12�个月或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或本次非公开发行未完成而长沙水业放弃

进一步从转让方购买股权成为控股股东三者孰早止（因非公开发行或长沙水业进一步从转让方购买股

权办理的原因，可延长 12�个月）；黄松、白明垠、肖荣于前述股权转让过户及表决权委托完成当日自动

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2019�年 8�月 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上述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过户日期为 2019�年 8�月 19�日。根据《控制权变更框

架协议》约定，黄松、白明垠、肖荣于前述股权转让过户及表决权委托完成当日自动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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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分析

1、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64.23%，主要系报告期内票据到期收回货款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减少 33.90%，主要系报告期内按合同约定，收到供应商及分包

商发票，冲减预付所致；

3、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197.36%，主要系报告期内威县污水处理厂项目投入增加

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45.13%，主要系报告期内发放 2018 年度奖金所

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 1,912.00%，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重分类所致；

6、其他流动负债较年初减少 51.10%，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了到期票据所致；

7、 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减少 41.72%，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所

致；

8、递延收益较年初增加 65.00%，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9、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 73.32%，主要系报告期内汇率变动所致；

10、未分配利润较年初增加 40.20%，主要系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致。

（二）损益表项目分析

1、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 274.18%，主要系报告期内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所致；

2、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37.68%，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定期存款减少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2,838.08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所致；

4、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57.63%，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大所致；

5、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 104.19%，主要系上年同期出售泛华能源 100%股权

所致；

6、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96.74%，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持有的安东

集团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7、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73.84%，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较大所

致；

8、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852.71%，主要系报告期内违约金增长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51.44%，主要系报告期内海外项目回款较

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增长 20.22%，主要系公司在手订单数量较上年

同期增长，海外大项目前期垫付的工程采购款增加较大所致；

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99.17%， 主要系上年同期出售安东

DMCC40%股权及泛华能源 100%股权收到交易款项所致；

4、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 76.66%，主要系报告期投资活动减少所致；

5、筹资活动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24.30%，主要系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减少所致；

6、筹资活动现金流出较上年同期下降 7.71%，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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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大合同进展情况

（1）公司与 PETRONAS� Carigali� Iraq� Holding� B.V.就伊拉克 Garraf 油田三期原

油井间集输 EPCC 项目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为 5,948.10 万美元。截至

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 39,771.74万元，应收账款 12,

193.59万元，回款 28,535.92万元。

（2）公司与 PetroChina� International� Iraq� FZE� Iraq� Branch 就伊拉克哈法亚油田

2018年 -2021年原油处理设备供应项目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 2,809.37 万美元。截至

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 13,111.89 万元，应收账款 3,

301.63万元，回款 10,346.72万元。

（3） 公司与 OPIC� AFRICA� Corporation� Chad� Branch 就乍得 ORYX� 油田

BOC� III� 区块地面系统 EPCIC� 项目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 14,855.80 万美元。截至

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 61,494.02 万元，应收账款 6,

392.98万元，回款 55,160.30万元。

（4） 公司与 POLY-GCL� Petroleum� Investments� Limited� Ethiopian� Branch 就埃

塞俄比亚天然气集输及处理 EPCC 项目签订合同， 合同金额 311,584,659.00 美元。截

至报告期末，该项目尚未正式开工。

（5） 公 司 与 LUKOIL� MID-EAST� LIMITED 就 伊 拉 克 西 古 尔 纳 油 田

DAMMAM分散注水设施 EPC项目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 2,698.91万美元。截至报告

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 2,193.84 万元，应收账款 2,215.02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回款。

（6）公司与 PETRONAS� Carigali� Iraq� Holding� B.V.就伊拉克 Garraf 油田水处理

EPCC项目签订合同，合同金额为 3,175.00 万美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以下以人

民币计算）已确认销售收入 2,061.34万元，应收账款 1,434.80万元，回款 626.54万元。

2、其他重大事项查询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签订伊拉克 Garraf�油田水处理 EPCC�项目重大

经营合同

2019年 07月 11日 巨潮资讯网 HBP2019-050号公告

“16华油 01”公司债券兑付并摘牌 2019年 08月 21日 巨潮资讯网 HBP2019-057号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完成 2019年 08月 21日 巨潮资讯网 HBP2019-058号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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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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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291,754,

569.84

6,663,056.40 -58,805,853.84 1,699,205.80

232,948,

716.00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23,898,

433.74

-2,997,532.83 17,724,973.62 41,623,407.36 自有资金

合计

315,653,

003.58

3,665,523.57 -41,080,880.22 0.00 0.00 1,699,205.80

274,572,

12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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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谢文辉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0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554� �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HBP2019-087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的通知：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15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网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10月 30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 10月 29日 -2019年 10月 30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 年 10 月 30 日

上午 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15:00至 10月 30日下午 15:00。

5、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7 号金澳国际大厦写字楼 12 层公司

会议室。

6、主持人：副董事长黄松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参加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34 人，代表股份 382,035,25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070,810,000股的 35.6772%。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6 人， 代表股份

376,220,55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070,810,000股的 35.134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8 人，代表

股份 5,814,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070,810,000股的 0.543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29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6,998,91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070,810,000股的 0.6536%。

现场会议由副董事长黄松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亲自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与网络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情况如

下：

（一） 《关于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黄松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

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同意 157,696,653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1195%；反对 1,400,8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880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598,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855%；反对 1,400,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14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 《关于为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黄松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

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同意 157,394,653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297%；反对 1,702,8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7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296,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6705%；反对 1,70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29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 《关于审议确认最近三年及一期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黄松、白明垠、肖荣、张中炜回避表

决，其所持有的表决权不计入有效表决权总数；同意 5,593,112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140%；反对 1,405,8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8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593,1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9140%；反对 1,405,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86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 《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综合授信业务合同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380,345,55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77%；反对 1,68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23%；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309,2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8577%；反对 1,689,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42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王娟、王铮铮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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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莫天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关兰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杜正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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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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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757,099.12 759,103,907.53 -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82,595,125.74 682,018,203.9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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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9,393.30 1,960,360.26 -2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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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400,798.05 407,355,869.74 -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6,921.82 -3,797,660.28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6,287.44 -5,188,414.7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846 -0.5577 增加 0.64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038 -0.0248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038 -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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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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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9,500.02 2,959,85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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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00.00 -91,648.5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1,974,500.02 2,873,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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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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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天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708,110 11.5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

公司

10,072,158 6.57% 0 质押 10,072,158 境内非国有法人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7,640,069 4.9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

限公司

7,380,538 4.8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志东 5,162,800 3.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5,093,652 3.32%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美立方商贸有限公司 4,587,300 2.99% 0 无 0 未知

刘超 4,135,000 2.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高天雨 4,030,200 2.6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齐善乐 4,007,200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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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天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7,708,110 人民币普通股 17,708,110

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 10,072,158 人民币普通股 10,072,158

珠海由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7,640,069 人民币普通股 7,640,069

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7,380,538 人民币普通股 7,380,538

张志东 5,162,800 人民币普通股 5,162,800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5,093,652 人民币普通股 5,093,652

北京美立方商贸有限公司 4,587,300 人民币普通股 4,587,300

刘超 4,1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35,000

高天雨 4,0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4,030,200

齐善乐 4,0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家天下与北京华居天下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同受莫天全先生控制； 南方同正于

2018年 7月 19日与家天下签署《投票权委托协议》，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0,072,158 股股份的

投票权委托给家天下行使。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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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较上期

期末数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1,946,505.60 26,183,914.85 -16.18 支付货款所致

存货 114,452,865.15 113,277,295.73 1.04 主要是增加在制品所致

应付账款 11,815,785.64 22,309,364.26 -47.03 支付货款所致

应交税费 7,754,441.18 13,015,798.71 -40.42 主要是本期上缴上期税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5,932,579.56 3,378,963.42 75.57 主要是增加供应商保证金所致

项目名称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数

本期期末数较上期

同期数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397,400,798.05 407,355,869.74 -2.44 销售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346,617,489.81 357,128,155.61 -2.94 随销售减少而减少

销售费用 18,895,261.17 15,390,122.49 22.77 主要是运输费用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13,272,683.00 12,164,340.18 9.11 主要是中介机构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62,901.85 6,008,008.64 -92.29 主要是上期关联方借款利息较多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09,393.30 1,960,360.26 -263.71 主要是个别客户延迟销售货款回笼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40,227.95 -16,788,246.17 不适用 主要是上期对外投资金额大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0.00 8,828,000.00 -100 主要是上期关联方借款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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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莫天全

日期 2019年 10月 30日

证券代码：600847� � �证券简称：万里股份 公告编号：2019-019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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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

日活动。该主题活动及网上交流定于 2019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三）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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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56

2019年 10 月 31 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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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邱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立新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肖立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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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824,350.09 1,594,092,059.49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0,564,497.68 1,102,301,958.11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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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535,441.95 -66,709,3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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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3,197,194.79 1,215,448,459.32 2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737,460.43 -43,453,727.3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32,141,641.91 -48,489,454.3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86 -3.82 减少 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6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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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869.73 -27,6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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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509.61 7,113,021.8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65,840.29 -16,750,322.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9,451.93 -410,452.16

所得税影响额 778,696.25 479,537.97

合计 -7,350,052.23 -9,595,8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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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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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02,018,546 30.95 0 质押 95,000,000

国有法

人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51,952,666 7.96 0 质押 4,510,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得

壹五丰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2,633,800 5.00 0 无 0 其他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841,593 2.89 0 无 0

国有法

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成泉汇

涌八期金融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9,480,000 1.45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126,018 1.25 0 无 0 未知

曾鸿斌 5,503,500 0.84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路振玉 4,300,000 0.66 0 无 0

境内自

然人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

公司

3,897,800 0.60 0 无 0 未知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57,500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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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02,018,546 人民币普通股 202,018,546

湖南高新创投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51,952,666 人民币普通股 51,952,66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得壹五丰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2,633,8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33,800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841,593 人民币普通股 18,841,593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成泉汇涌八期金融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9,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8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126,018 人民币普通股 8,126,018

曾鸿斌 5,503,500 人民币普通股 5,503,500

路振玉 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3,897,800 人民币普通股 3,897,800

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457,500 人民币普通股 3,457,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4位董事、监事、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自有资金出资设立的有限合伙企

业。

除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沙新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

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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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动

比例（%）

说明

货币资金 175,535,508.68 330,184,141.04 -46.84 主要系本期偿还了银行贷款，支付货款

预付款项 87,417,688.89 28,998,946.95 201.45 主要系本期预付了原料款和租赁款

其他应收款 13,037,107.62 7,354,027.39 77.28 主要系本期其他往来款增加

短期借款 100,000,000.00 29,000,000.00 244.83 主要系本期因业务需要，银行贷款增加

预收款项 56,202,050.80 27,536,968.83 104.10 主要系本期原料和屠宰鲜品的预收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64,088,145.53 105,114,459.22 -39.03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工程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73,200,000.00 43,500,000.00 68.28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

有限公司的长期借款将在一年内到期， 使得本项

目增加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本期金额较上期变

动比例（%）

财务费用 3,910,420.86 1,963,039.21 99.20 主要系本期增加了银行借款，致利息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7,418,521.89 13,037,235.80 -43.10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1,890.54 2,035,672.09 -97.94 因上期处置子公司获得了收益，本期无

营业外收入 5,488,826.86 1,427,610.95 284.48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违约款增加

营业外支出 22,089,148.86 4,740,966.77 365.92 主要系本期的非常损失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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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卫

日期 2019年 10月 30日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19-048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9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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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号一一农林牧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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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将 2019 年 1-9 月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生产量比上年

增减（%）

销售量比上年增

减（%）

库存量比上年

增减（%）

生猪（万头） 54.68 39.53 8.11 -12.87

饲料（吨） 170,875.86 8,285.37 1,186.85 -10.62 -35.47 -10.95

屠宰肉品（吨） 33,009.09 30,462.68 4,418.97 9.92 3.90 294.86

注：生猪生产量 54.68 万头，其中，以活猪销售 37.26 万头，以肉

品销售 17.42 万头。生猪销售量 39.53 万头，其中，自有活猪销售 37.26

万头，外购活猪贸易销售 2.27 万头。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31 日

重庆万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47� � �公司简称：万里股份

第三季度

报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554� � �证券简称：惠博普 公告编号：HBP201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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