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068� � � �公司简称：葛洲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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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连永久 董事 因事 段秋荣

郭成洲 董事 因事 陈晓华

1.2� �公司负责人陈晓华、总会计师王一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鲁中年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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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75,654,768.77 218,209,265,921.73 5.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465,871,785.69 42,803,990,684.04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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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9,964,501.99 -3,293,024,25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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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77,026,642.90 67,421,959,822.86 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8,116,793.78 2,787,060,170.36 1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75,995,535.98 2,627,197,620.41 17.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9.533 9.211

增加

0.32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82 0.512 13.6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582 0.512 1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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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02,175.83 101,088,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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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18,173.64 76,012,8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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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18.7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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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68,785.58 -1,546,2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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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343.90 -13,606,788.80

所得税影响额

-28,749,870.13 -39,787,397.04

合计

86,793,349.86 122,121,25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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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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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1,949,448,239 42.34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8,343,785 3.00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785,800 1.54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936,760 0.95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35,701,664 0.78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2,761,389 0.71 0

无

0

其他

闫小虎

31,493,134 0.6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中证央

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8,717,100 0.41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8,000,000 0.39 0

无

0

其他

挪威中央银行

－

自有资金

15,799,862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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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有限公司

1,949,448,239

人民币普通股

1,949,448,23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38,343,785

人民币普通股

138,343,78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0,7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70,785,8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3,936,760

人民币普通股

43,936,76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35,701,664

人民币普通股

35,701,66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32,761,389

人民币普通股

32,761,389

闫小虎

31,493,134

人民币普通股

31,493,13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71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17,10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1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0

挪威中央银行

－

自有资金

15,799,862

人民币普通股

15,799,86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第

1

名股东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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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占总

资产的比例（

%

）

本期期末金额较上

期期末变动比例

（

%

）

变化原因

长期股权投资

18,754,678,653.88 8.11 14,159,585,398.17 6.49 32.45

主要是对联营和合营

PPP

项目

公司投资增加

应付票据

4,440,768,998.71 1.92 2,717,201,183.75 1.25 63.43

主要是本期开具承兑汇票增加

合同负债

21,798,646,910.85 9.43 14,556,285,412.84 6.67 49.75

主要是预收房款及预收工程款

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6,898,815,022.39 2.98 12,195,692,656.14 5.59 -43.43

主要是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减少

应付债券

12,550,000,000.00 5.43 9,150,000,000.00 4.19 37.16

主要是本期发行债券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97,090,358.54 -0.09 -372,768,899.26 -0.17 -47.13

主要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价值以及外币折算差额变动

2.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 金额变动比例

（

%

）

变化原因

投资收益

811,015,503.47 629,734,267.62 28.79

主要是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

3.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 金

额变动比例（

%

）

变化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089,964,501.99 -3,293,024,256.72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业务较上期投入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551,844,632.06 -9,984,647,001.33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852,974.52 9,488,110,623.68 -99.96

主要是本期借款流入现金较上期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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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晓华

日期: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68� � �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2019-063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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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

于2019年10月23日发出通知，2019年10月29日在武汉本部第二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陈晓华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6名，连永久董事、郭成洲董事因

事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段秋荣董事、陈晓华董事长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部

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经过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因工作需要，按照《公司章程》，董事会拟聘任辛晓光先生为公司董事。

因工作调整，连永久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董事会对连永久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

期间为公司改革和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候选人辛晓光先生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能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为满足投标需要，董事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第二章第十三条，即在经营范围中增加“园

林绿化工程”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米尼加分公司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设立“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多米尼加分公司” ，

英文名称为“China� Gezhouba� Group� Company� Limited,Sucursal� Dominicana” 。注册地

址在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各。经营范围为水利水电、电力、港口、公路、桥梁、机场、铁路、城市

轨道、房屋建筑、河道疏浚、基础工程处理、市政及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建设工程的总承包及工

程勘测、设计、采购、施工、咨询、项目管理；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服务和转让；对外派

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机电设备、工程机械的生产、制造、安装、销售和租赁；实业

投资及资产管理业务；进出口业务等。

五、审议通过关于增加葛洲坝国际迪拜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管理规定》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规定》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规定》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定》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定》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规定》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规定》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办法》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办法》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内幕信息管理办法》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细则》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细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披露的《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辛晓光，男，1960年10月出生，198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1983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西南电力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中国电力建设工程咨询

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部门主任级专职董事。

证券代码：600068� � �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2019-064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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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葛洲坝国际迪拜投资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57,173万美元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葛洲坝国际迪拜投资有限公司资本结构， 提升资信水平， 满足投资项目出资需

求，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葛洲坝

国际迪拜投资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57,173万美元。

（二）2019年10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葛洲坝国际迪拜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

（三）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7MA0053HE5N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林晓丹

注册地址：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30号院3号楼2层D-0969房间

成立日期：2016年4月22日

经营范围：从事境外水电、环保、水务、交通、矿产资源、水泥、民爆等产业类和境外房地

产开发领域投资业务市场开发、项目建设管理、项目运营、资产管理及相关工程技术与咨询

服务；设备租赁、进出口贸易、建筑材料进口及制作、其他建筑相关产业。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葛洲坝国际迪拜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ezhouba� International� FZE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安成

注册资本：100万迪拉姆

注册地址：阿联酋迪拜Jebel� Ali自贸区

成立日期：2016年1月25日

经营范围：一般贸易

葛洲坝国际迪拜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为其海外投资控股平台。

四、对公司的影响

对葛洲坝国际迪拜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后，其资本结构将进一步优化，投资能力将显著提

升，有利于公司后续开展海外投资业务的资本运作。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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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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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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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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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9�点 00分

召开地点：武汉市解放大道558号葛洲坝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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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至2019年1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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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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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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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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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68

葛洲坝

2019/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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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手续

1．法人股股东请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

卡、持股凭证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请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股东代理人

另需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1）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书

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4．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公司董事会秘书室（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558号葛洲坝大厦）

邮政编码：430033

（三）登记时间

2019年11月18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6:00。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胡伊，联系电话：027-59270353，传真：027-59270357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账户

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1日

授权委托书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1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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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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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礼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孝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孝

国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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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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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28,070.87 842,300,277.10 842,300,277.10 -1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04,061,291.37 -2,528,452,513.46 -2,528,452,513.46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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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75,207.16

2,173,528,

961.87

1,916,647,

844.06

-98.10% 138,407,834.47

4,889,988,

816.43

4,222,329,

957.48

-9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250,781.46 6,866,163.73 -6,422,318.77 -106.32% -90,068,162.50 195,570,282.82

166,183,

579.79

-15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3,540,214.67 6,157,504.42 -7,130,978.08 -89.88% -90,357,595.71 65,072,635.38 35,685,932.37 -353.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8,942,419.20 131,060,016.19 131,060,016.19 -122.08% -18,138,395.84 75,077,635.79 75,077,635.79 -124.1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1 0.00% -0.09 0.19 0.16 -15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1 0.01 -0.01 0.00% -0.09 0.19 0.16 -15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0.39% -0.39% 0.90% 3.50% 11.18% 9.58% -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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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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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926.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3,323.74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755.5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795.76

合计

289,43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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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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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43% 500,855,934 0

质押

500,850,242

冻结

500,855,934

萍乡英顺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03% 42,510,619 0

质押

42,491,120

冻结

42,510,619

楼肖斌 境内自然人

2.00% 21,090,000 0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1% 18,106,500 0

关竹月 境内自然人

1.43% 15,066,880 0

创金合信基金

－

南京银

行

－

诺安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

1.27% 13,396,275 0

云南惠潮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

0.77% 8,138,302 0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境外法人

0.50% 5,240,860 0

吴劲松 境内自然人

0.48% 5,072,600 0

范小平 境内自然人

0.47% 5,005,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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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

500,855,934

人民币普通股

500,855,934

萍乡英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42,510,619

人民币普通股

42,510,619

楼肖斌

21,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90,000

云南惠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10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6,500

关竹月

15,066,880

人民币普通股

15,066,880

创金合信基金

－

南京银行

－

诺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13,396,275

人民币普通股

13,396,275

云南惠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38,302

人民币普通股

8,138,302

MORGAN STANLEY & CO. INTERNATIONAL PLC. 5,240,860

人民币普通股

5,240,860

吴劲松

5,072,600

人民币普通股

5,072,600

范小平

5,005,711

人民币普通股

5,005,71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和萍乡英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陈礼豪先生控制的企业；

2

、对于上述其他股东，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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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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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报表项目 较期初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70.09%

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减少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2.11%

主要是公司经营规模收缩和赊销比例下降导致

预付款项

151.97%

主要是烨辉公司上年末为及时筹集资金偿还到期贷款主动减少采购规模， 三季度以来随着

银行授信的稳定适度加大采购规模

其他流动资产

-71.42%

主要是本报告期赎回短期理财产品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5.51%

主要是本报告期无新增长期待摊项目

递延所得税资产

159.73%

主要是坏账准备及政府补助相关的递延收益导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98.65%

主要是今年以来逐步减少开具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截至本报告期末兑付银承余额为零，以及

烨辉公司上年末应付账款余额基本结清所致

预收账款

-61.47%

主要是本报告期经营规模收缩和预收定金业务占比下降

应付职工薪酬

-61.38%

主要是人员减少，计提工资金额相应减少

应交税费

-85.02%

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下降导致应交税费相应减少

应付利息

170.21%

本报告期计提利息所致

利润表项目 较去年同期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96.72%

受公司土地房产被查封、债务逾期、银行账户被冻结、诉讼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信用受到影

响，公司的经营层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公司商贸业务和加工业务已基本停滞，仓储业务也

出现缩减

营业成本

-96.81%

与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相匹配

税金及附加

-58.64%

与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相匹配

销售费用

-42.03%

与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相匹配

投资收益

-99.88%

本报告期没有产生投资收益

其他收益

-33.85%

本报告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70.68%

主要是本报告期没有新增营业外收入

所得税费用

-101.72%

由于

2019

年业务缩减，利润总额大幅下降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较去年同期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16%

主要是烨辉公司

3

季度开始逐步增加采购备货，报告期末预付账款和库存余额均较年初大幅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6.30%

主要是烨辉公司理财资金赎回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40%

主要是烨辉公司收到新增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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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概述

1、立案调查

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调查通知书》（编号：粤证

调查通字 19004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如公司因此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且违法行为属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公司

股票交易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2、重大未决诉讼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存在诉讼仲裁案件涉及的诉讼标的金额合计逾人民币30亿元，

且不排除未来还存在其他诉讼事项的可能性。如上述案件最终裁判结果对公司不利，公司可

能面临承担违约责任、履行担保义务、履行回购义务等风险。同时，公司持有的股权、房产、土

地等核心资产也因此被冻结，主要资产存在被拍卖的风险。公司已委托律师应诉，并正在与

对方协商处理上述事项，以维护公司、公司股东及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公司也将持

续关注上述案件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续相关信息请以公司公告为准。

3、违规担保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公司累计违规实际担保超14亿元。若上述违规担保最终确认，且若

上述债权方无法清偿债务，公司将可能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面临巨额的债务风险，由此将对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4、暂停上市

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及2018年度的财务会计报表被出具无法发表意

见，股票于2019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特别处理。如公司 2019年度的财务会

计报告继续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或者2019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继续为负值，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深交所可做出暂停本公司股票

上市的决定。

（二）应对措施

1、积极解决债务危机：公司债务危机对生产经营及业务情况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公司管

理层对公司固定资产及存货进行梳理，并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置，积极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回

笼资金。目前，公司已对部分资产进行处置，并已资金回笼。同时，公司还通过聘请专业律师

协助公司发函催收等措施加快推进清欠的工作，并和律师、原业务管理人员积极沟通，在资

金有限的情况对部分客户及相关责任人提起诉讼。

2、全面恢复生产：自2018年10月份起，公司商贸业务已基本停滞，仓储和加工业务也出现

缩减，公司经营活动受到重要影响。目前仓储业务已部分恢复，后续公司将重点做好对公司

客户的沟通工作，维护好新老客户关系，尽可能消除本次债务危机对经营的影响，努力全面

恢复生产。

3、全面梳理公司存在诉讼情况：截止目前为止，公司已发现诉讼超过30单，诉讼仲裁案

件涉及的诉讼标的金额合计逾人民币30亿元，且不排除未来还存在其他诉讼事项的可能性。

公司已就目前掌握到的诉讼资料进行梳理，及时对外披露。聘请律师积极应对公司所涉及到

的诉讼，并取得有利于公司的判决，维护公司的合法利益。公司保持跟律师及时、充分的沟

通，积极配合律师工作。

4、全面核查公司大额应收款项、其他应收款、短期贷款及预付款项：基于谨慎性原则，公

司2018年度对应收款、预付款、短期贷款计提了大量的坏账准备。因上述情况较复杂，公司管

理层仍在对上述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和核查，搜集相关证据。同时，公司已聘请律师团队，在资

金有限的情况下争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相关纠纷，维护公司的合法利益。

5、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加强公司规范运作：2018年度，公司在对外担保、合同审批以及印

章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管理层舞弊、凌驾于控制之上导致内部控制失效，相关

控制环节未得到有效运行，公司内部控制各项活动未有效开展。公司管理层已经认识到公司

目前存在的重大内控缺陷，公司已进一步完善公司管理制度，加强公司财务管理及印章使用

管理，进一步规范用印审批、使用、登记及归档流程，启动变更新公章工作，规范对外担保行

为，规范资金收支审批流程，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和内控体系建设，实现对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和重大事项的规范控制和管理。

6、积极配合证监会立案调查：公司于2019年2月26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

调查通知书（粤证调查通字 190046�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公司积

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希望立案调查能尽快得到立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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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度净利润（万元）

-15,000

至

-8,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17,940.4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公司土地房产被查封、债务逾期、银行账户被冻结、诉讼 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信用受到影响，公司的经营

层面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公司商贸业务和加工业务已停滞，仓储业务及小额贷业务也出现缩减。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名称

与上市公司的

关系

违规担保金额

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截至报告期末

违规担保余额

占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预计解除方式 预计解除金额

预计解除时间

（月份）

顺钢钢铁 无

20,000 7.91%

连带责任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

止

20,000 7.91%

暂无

20,000

暂无

陈礼豪 实际控制人

20,000 7.91%

无限连带责任

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

止

20,000 7.91%

暂无

20,000

暂无

顺钢钢铁 无

15,000 5.93%

连带责任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

止

15,000 5.93%

暂无

15,000

暂无

陈礼豪、 田洁

贞

实际控制人 ；

原董事

15,000 5.93%

连带清偿责任

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

止

15,000 5.93%

暂无

15,000

暂无

陈礼豪 实际控制人

2,160 0.85%

连带责任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

止

2,160 0.85%

暂无

2,160

暂无

陈礼豪 实际控制人

693 0.27%

连带责任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

止

693 0.27%

暂无

693

暂无

南大钢管、指

日钢铁、 顺钢

钢铁

南大钢管系原

董事田洁贞之

弟的配偶吴毅

环控制的企业

8,000 3.16%

连带责任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

止

8,000 3.16%

暂无

8,000

暂无

陈礼豪 实际控制人

1,000 0.40%

连带责任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

止

1,000 0.40%

暂无

1,000

暂无

中基投资 控股股东

1,000 0.40%

连带责任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后两年

止

1,000 0.40%

暂无

1,000

暂无

陈礼豪 实际控制人

2,500 0.99%

连带责任担保 未知

2,500 0.99%

暂无

2,500

暂无

陈礼豪 实际控制人

1,000 0.40%

连带责任担保 未知

1,000 0.40%

暂无

1,000

暂无

陈礼豪 实际控制人

1,000 0.40%

连带责任担保 未知

1,000 0.40%

暂无

1,000

暂无

中基投资、陈

娟、 华盛一泓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基投资系公

司控股股东

27,225.86 10.77%

无限连带责任

担保

主合同规定的

差额补足义务

之日起

24

个月

27,225.86 10.77%

暂无

27,225.86

暂无

中基投资 控股股东

10,000 3.95%

连带责任担保

主合同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

日后两年

9,455 3.74%

暂无

9,455

暂无

中基投资 控股股东

9,500 3.76%

连带责任担保 未知

9,500 3.76%

暂无

9,500

暂无

中基投资 控股股东

9,800 3.88%

连带责任担保

主合同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

日

9,143 3.62%

暂无

9,143

暂无

合计

143,878.86 56.91% -- -- 142,676.86 56.44% -- -- --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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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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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彭国宇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002711� � � �证券简称：

*

ST欧浦 公告编号：2019-192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

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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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

年10月24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30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彭国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已于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同时登载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调整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委员：彭国宇先生、郝英奇先生、李孝国先生，彭国宇先生为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委员：彭国宇先生、刘升文先生、范志敏先生，刘升文先生为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委员：李孝国先生、刘升文先生、郝英奇先生，刘升文先生为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刘卫东先生、郝英奇先生、范志敏先生，范志敏先生为召集

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陈洋先生为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阅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19年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30日

附件：简历

陈洋先生：1994年出生，中国国籍，南京审计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在南京

中正评估有限公司担任项目小组负责人。2017年5月至2019年5月， 担任北京方圆金鼎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9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审计经理。

陈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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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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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10月24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锐焯先

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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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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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0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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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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