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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代码：600476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简称：湘邮科技

一、 重要提示

三、 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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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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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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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董志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朝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 目

祝建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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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货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预收货款

单位：元

增减比例（
%）

变动说明
95.51

主要系报告期内按照合同约定预付购货款后，未
收到发票结算所致

50,374,199.62

130.68

主要系报告期内为履行合同义务所发生的 设 备
采购入库所致

1,181,245.25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执行收入新会计准则，预收款项
年初计入合同负债所致

4,711,504.25

-85.76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人工成本所致

8,599,172.80

4,398,378.41

116,201,809.64

应付职工薪酬

2.1 主要财务数据

上期金额

本期金额

预付款项

670,726.45

应交税费

172,304.78

1,921,660.89

-91.03

主要系报告期内缴纳增值税所致

预计负债

1,040,524.09

2,090,750.00

-50.23

主要系上年项目预计费用，本年发生所致

总资产

上年度末

币种：人民币

410,692,699.22

161,273,384.89

167,392,836.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5
-3.66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月）

-12,094,369.77

不适用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月）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33.51

-35.46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不适用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38

-0.148

不适用

31.47
168.89

224,142,530.58

增加1.2个百分点

-45.69

1,330,656.22

3,126,400.00

-14,578,097.13
-4.92

216,235,667.10

1,749,441.96

2,094,246.18

-23,811,680.07

-0.148

117,447,451.48

4,174,100.00

-9,795,057.20
-3.72

-35.46

5,631,263.18

-6,119,451.27

-0.038

224,142,530.58

研发费用

144,657,061.46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33,604,242,332.45

8.87

15,646,628,313.88

4.89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减少相应成本减少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内缴纳增值税增加所致

1,132,171,490.00

营业收入

7,875,547,039.24

项目

1,279,607,588.07

1,548,717,494.37

-17.38

1,144,718,035.81

1,455,357,696.76

-21.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0040

10.4819

减少2.4779个百分点

主要系报告期内财政补贴增加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654

0.4422

-17.3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3654

0.4422

-17.37

436,554.36

-377.78

410,994.18

6,920.13

5,839.11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政府奖励所致

448,2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有退回的未用完的专项资金，本报告
期无此内容所致

109,138.59

-377.7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允价值计量的长沙银行 股 票
价格变动，引起的所得税变化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
7－9月）

项目

说明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本期金额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本期金额
（
7－9月）

项目

增减比例（
%）

变动说明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155,597,799.26

297,066,176.47

-47.62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减少以及所收到货款 同 比
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92,735,856.20

248,323,154.99

-62.66

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入减少后所支付的货款 相 应
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72,854,839.20

14,899,715.18

388.97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开具承兑汇票、保函保证金
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上期金额

315,074.58

2,522.77

-100.00

680,097.78

-53.67

主要系报告期未处置资产所致

12,227,467.44

12,199,18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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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91,441.25

136,526,984.39

7,744,988.30

14,786,141.9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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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4,960.55

5,385,372.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71,147.15

-12,926,877.2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主要系报告期购入办公类资产较上年减少所致

1,837,100.00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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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1,466,932.94
-22,548,184.37

64,713,662.83

134,889,552.26

股东总数（
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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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持股
数量

股东名称（
全称）

债务重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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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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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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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303,162.75

5,048,912.82

3,675,605.93

情况表
单位：股
23,40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128,388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10,229,332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无

0

未知

无

0

未知

无

0

未知

公司名称: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文体产业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790,332

0.74

0

无

0

未知

法定代表人:董志宏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高质量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90,302

0.72

0

无

0

未知

日期:2020年10月26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价值精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500,000

0.64

0

无

0

未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18,849,673

0.54

0

无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合

18,109,314

0.52

0

无

0

未知

32.98

股份状态

数量

无

0

0

0

国有法人

6,864,000

4.26

0

无

0

国有法人

1,200,000

0.75

0

无

0

其他

叶小燕

无

国有法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0

0

其他

田成

723,300

0.45

0

无

0

其他

刘华

500,000

0.31

0

无

0

其他

朱永康

415,600

0.26

0

无

0

其他

765,200

0.48

无

0

曾月溶

393,900

0.24

0

无

0

其他

王韧

354,000

0.22

0

无

0

其他

（二） 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21日通过专人、传真或邮件的方式传达至各位监事；
（三） 会议于 2020年10月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数量

议案表决情况：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128,388

人民币普通股

53,128,388

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10,229,332

人民币普通股

10,229,33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6,86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864,000

魏然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叶小燕

765,200

人民币普通股

765,200

田成

723,300

人民币普通股

723,300

刘华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朱永康

415,6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600

曾月溶

393,900

人民币普通股

393,900

35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000

王韧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同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下属企业，具有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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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知其余八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
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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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编制和审议
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本次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报告摘要所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公告编号：2020-061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2020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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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金禾转债” 将于2020年11月2日按面值支付第三年利息，每10张金禾转债（面值1,000
元）利息为10.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0年10月30日。

告》（联合[2017]446号），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
“
稳定”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公开发行的2017年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0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0]782号），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金禾
转债信用等级为AA。
二、本次付息方案

3、除息日：2020年11月2日。

根据相关规定，本期为“金禾转债” 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

4、付息日：2020年11月2日。

月31日，票面利率为1.00%，每10张“金禾转债”（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10.00元

5、金禾转债票面利息：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3%、第五年1.5%、

（含税）。

第六年1.8%。

金禾转债” 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
对于持有“

6、金禾转债本次付息的债券登记日为2020年10月30日，凡在2020年10月30日（含）前买

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

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0年10月30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

8.00元；对于持有“
金禾转债” 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

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0年11月1日。

税和增值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10.00元；对于持有“金禾转债” 的其他债券持有者，公司不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7年11月1日发行了

代扣代缴所得税，每10张派发利息10.00元，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

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
债券发行公告” ）和《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上市公告书》等有关条款的规定，本次可转债付息的债权登记
日、除息日及付息日如下：

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
上市公告书” ）等有关条款规定，在“金禾转债” 计息期间内，每

1、债权登记日：2020年10月30日（星期五）。

金禾转债” 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年付息一次，现将“

2、除息日：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

一、金禾转债基本情况

3、付息日：2020年11月2日（星期一）。

1、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金禾转债。

四、付息对象

2、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8017。
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量：60,000万元（600万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量：60,000万元（600万张）。
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17年11月27日。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2020年10月30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
金禾转债” 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并向中国证券

6、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17年11月1日至2023年11月1日。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用于支付利息的资金。 中国证券登

7、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起止日期：2018年8月7日至2023年11月1日。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 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

8、债券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3%、第五年1.5%、第六年
1.8%。

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9、付息期限和方式：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本次付息是金禾转债第三年付息，付息期间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票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面利率为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

的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登记日
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
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108号）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因此， 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 （包括QFII、

（3）付息方式

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企业所得税。

①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可转债持
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

咨询机构：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计息年度。

地址：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城东大街127号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 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

546,129,05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1,249,439

人民币普通股

221,249,43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3,739,942

人民币普通股

43,739,94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38,498,610

人民币普通股

38,498,61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文体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5,790,332

人民币普通股

25,790,33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高质量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090,302

人民币普通股

25,090,30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18,849,673

人民币普通股

18,849,67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八零八组合

18,109,314

人民币普通股

18,109,3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和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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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
知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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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交易性金融资产

增减额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

2,041,668,418.25

1,446,167,665.44

595,500,752.81

41.18

860,000,000.00

2,400,000.00

857,600,000.00

35733.33

2,327,625,644.19

1,360,941,142.15

966,684,502.04

71.03
95.00

预付款项

249,539,286.27

127,968,542.05

121,570,744.22

固定资产

21,367,456,876.13

19,596,984,480.68

1,770,472,395.45

9.03

短期借款

3,988,240,158.07

6,610,547,641.36

-2,622,307,483.29

-39.67

合同负债

165,375,590.80

96,593,021.76

68,782,569.04

71.21

应交税费

163,236,842.69

61.94

133,124,874.60

197,148,521.92

-64,023,647.32

-32.47

其他流动负债

4,116,957,312.76

426,761,907.60

1,613,057,976.75

263,525,064.91

2,503,899,336.01

155.23

长期借款

4,716,121,669.60

3,148,654,457.99

1,567,467,211.61

49.78

递延收益

171,998,305.68

130,589,447.52

41,408,858.16

31.71

说明：
A.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为应对疫情增加现金储备
所致；
B.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购买银行理财增加
所致；
C.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信用期内应收货款增加
所致；
D.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预付工程及材料款增加
所致；
E.固定资产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公司生产线完工转入固定
资产所致；
F.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下降，主要原因是报告期短期借款融资减少所致；
G.合同负债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客户支付的预付账款增
加所致；
H.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缴企业所得税增加所
致；
I.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下降，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应付利息调整至对应有
息负债项目所致；
J.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新增发行短期债券和
未终止确认的银行承兑票据增加所致；
K.长期借款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L.递延收益期末余额较上期期末余额上升，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增减额

2019年1-9月

增减比例（
%）

税金及附加

77,209,746.27

46,753,549.40

30,456,196.87

65.14

销售费用

76,252,133.06

353,795,925.80

-277,543,792.74

-78.45

投资收益

126,708,585.79

41,882,361.52

84,826,224.27

202.53

信用减值损失

-23,737,136.51

2,442,091.24

-26,179,227.75

不适用

资产处置收益

12,199,181.67

-33,264.41

12,232,446.08

不适用

营业外支出

20,463,655.20

8,204,367.43

12,259,287.77

149.42

说明：
A.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内附加税增加所致；
B.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适用新收入准则后，原部分销售费
用重分类至营业成本所致；
C.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联营企业效益较好，按持股比例计
算的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D.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
坏账准备损失增加所致；
E.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收益增加所致；
F.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处置工程试生产产品损失增加所
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9月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增减额

2019年1-9月

增减比例（
%）

2,022,647,733.52

577,500,000.00

1,445,147,733.52

250.24

16,625,281.10

176,060.00

16,449,221.10

9342.96

-1,861,613,925.42

-56.98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1,405,483,336.79

3,267,097,262.21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20,102,839.57

1,350,300,000.00

569,802,839.57

42.20

438,592,152.70

68,280,461.68

370,311,691.02

542.34

说明：
A.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购买银行理财到期赎回
增加所致；
B.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
素为：报告期收到处置固定资产款项增加所致；
C.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影响因素
为：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D.投资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购买银行理财增加所致；
E.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影响因素为：报告期兑付到期应
付票据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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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王物强
证券代码：600176

电话：0550-5682597
传真：0550-5602597
八、备查文件

换成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当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11、保荐机构：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名称: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江林
日期:2020年10月23日

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转
10、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546,129,059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年利息计算
受的当期利息。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944,653,675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应付款

整。

□适用 √不适用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人民币普通股

应收账款

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反映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

数量

944,653,675

货币资金

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告及报告摘要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及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2020年三季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东持股情况表

证券简称：金禾实业
债券简称:金禾转债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东名称

（一）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魏然

6.35

公告编号：临20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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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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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0
510,039,981

0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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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
户）

证券代码：600476

质押

0

10,994.18

-1,067,132.88

无

0

1.1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合计

0

15.59

1.25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26.97

546,129,059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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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944,653,675

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8,49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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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4.18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数量

43,739,942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221,249,439

-1,212,651.00

特此公告。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2、金禾转债信用评级：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金禾转债发行进行了评级，根据联合

董事会

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本人出席的董事9名。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经审议，全体与会董事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巨石美国股份有限公司向恒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购
买土地及仓库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鉴于交易对方经营规划发生调整，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经巨石美国股份有限公司与关
联方恒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友好协商一致， 同意取消巨石美国股份有限公司向恒
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土地及仓库的关联交易。
在对本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张毓强、张健侃回避表决，由其他7名非关联董事进行
表决。
本议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0-050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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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3
日在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文华南路669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
知于2020年10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陈学安主
持，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本人出席监事3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全体与会监事一致通过了《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76

质押或冻结情况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组合

□适用 √不适用
4,268,531.52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 股
份
数量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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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称：中国巨石

60,63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证券代码：002597
债券代码:128017

-582,455.92
-12,681,591.64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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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4,574,1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币种：人民币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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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适用 □不适用

-30.01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7,738,366,00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现金流量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比上年同期增减(%)

1,617,638,692.41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月）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深化收入结构转 型 升
级，增加研发投入所致

-1,212,651.00

-303,162.75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月）

主要系报告期内代理产品销售类收入减少所致

主要系报告期内长沙银行股票价格较上年 末 收
盘价格下跌所致

营业外支出
所得税费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变动说明

其他收益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增减比例（
%）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36,584,481,867.60
16,411,813,860.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月）

上期金额

144,657,061.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营业收入

本期金额

税金及附加

比上年同期增减(%)

-18,228,936.2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月）

项 目

上年度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利润表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467,991,06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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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江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汪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丁成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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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公司代码：6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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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0-049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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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10月23
日在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文华南路669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
议的通知于2020年10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江林先

证券简称：中国巨石

公告编号：2020-051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取消巨石美国股份有限公司
向恒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土地及仓库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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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巨石美国股
份有限公司向恒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土地及仓库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控股子公司巨石美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石美国” ）向恒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石美国” ）购买土地及仓库，交易金额为747.43万美元。因恒石美国的
实际控制人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振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毓强、张健侃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
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披
露的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巨石美国股份有限公司向恒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购买土地及仓库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
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截至目前尚未实际实施。
二、本次取消关联交易的原因
鉴于交易对方经营规划发生调整，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经交易双方巨石美国与恒石美
国友好协商，决定取消本次关联交易。
三、本次取消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取消巨石美国向恒石美国购买土地及仓库的关联交易， 是交易双方友好协商一致
后作出的决定。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截至目前尚未实际实施，亦未曾签署相关约束
性协议，取消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 公司后续将在巨石美国生产基地周边继续寻找合适的仓储地点， 以满足实际仓储需
要，确保巨石美国生产基地各项生产运营工作的平稳推进。
四、本次取消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10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巨石美国
股份有限公司向恒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土地及仓库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董事张毓强先生、张健侃先生按有关规定回避表决，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
案。独立董事对取消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基于目前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等多方面因素考虑， 经巨石美国与关联方恒石美国友好协
商达成一致，决定终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我们对公司取消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表示认可，同
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原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本次取消关联交易 事项为交
易双方在综合考虑实际情况后作出的决策，取消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取消本次关
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
1、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取消巨石美国股份有限公司向恒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土
地及仓库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取消巨石美国股份有限公司向恒石美国风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土
地及仓库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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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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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石集团” ）
巨石集团九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巨石九江”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次为巨石集团担保35,000万元，公司累计
为巨石集团担保286,430万元。
巨石集团本次为巨石九江担保15,000万元，巨石集团累计为巨石九江担保82,000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588,943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被担保人名称：巨石集团
担保协议总额：35,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3年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巨石集团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申请的35,000万元人民币贷
款提供担保，期限3年。
2、被担保人名称：巨石九江
担保协议总额：15,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期限：期限2年
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
巨石集团为全资子公司巨石九江在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申请的15,000万元人民
币贷款提供担保，期限2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巨石集团
巨石集团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浙江省桐乡市；注册资本：525,531.30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张毓强；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集团截至2019年12月31日，账面资产总额为2,785,772.54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1,427,
173.53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1,358,599.01万元人民币；2019年实现净利润210,267.10万元人民
币，资产负债率51.23%。
2、巨石九江
巨石九江为巨石集团全资子公司，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注册资本70,600.00万元人民
币；法定代表人：杨伟忠；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
巨石九江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309,162.51万元人民币， 负债总额137,
190.79万元人民币，净资产171,971.72万元人民币，2019年净利润22,714.41万元人民币，资产负
债率44.37%。
三、股东大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020年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的议案》，2020年 （自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
日起至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由公司为下属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以及由巨石集
团为其子公司（包括海外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为130亿元人民币和9.5亿美元, 其
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130亿元人民币及6.4亿美元，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3.1亿
美元。本次担保为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的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数量合计为588,943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其中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为414,251万元人民币，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为174,
692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6.62%。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