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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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朱文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学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白建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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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924,105.09 1,272,931,843.96 -0.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81,733,594.90 369,148,531.97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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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950,207.28 73,490,345.77 8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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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717,534.63 341,400,496.73 11.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3,273,723.81 20,380,633.06 -3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891,797.28 23,224,130.41 -48.8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3.54 5.81 减少2.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47 0.1148 -34.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47 0.1148 -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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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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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000.01 2,382,8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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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210.78 244,853.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6,245.00 -833,158.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471.47 -180,203.45

所得税影响额 -95,473.04 -232,460.59

合计 224,599.72 1,381,9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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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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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48,100,024 27.08 0 质押 48,1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姜明 5,636,110 3.17 0 质押 4,981,200 境内自然人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华鑫信托·国鑫

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5,026,639 2.83 0 无 0 其他

杜建强 4,088,554 2.30 0 质押 3,325,100 境内自然人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

司－超赢顺丰定增私

募投资基金

2,276,026 1.28 0 无 0 其他

深圳前海嘉华兴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华兴骏腾证券投

资基金

2,153,800 1.21 0 无 0 其他

严春凤 2,121,714 1.1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2,009,201 1.13 0 无 0 国有法人

北京恒昌弘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恒德利

得2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1,624,800 0.91 0 无 0 其他

王道贵 1,543,200 0.87 0 质押 1,54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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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8,100,024 人民币普通股 48,100,024

姜明 5,636,110 人民币普通股 5,636,11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国

鑫1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026,639 人民币普通股 5,026,639

杜建强 4,088,554 人民币普通股 4,088,554

河南超赢投资有限公司－超赢顺丰定增

私募投资基金

2,276,026 人民币普通股 2,276,026

深圳前海嘉华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华兴骏腾证券投资基金

2,153,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3,800

严春凤 2,121,714 人民币普通股 2,121,714

中兵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09,201 人民币普通股 2,009,201

北京恒昌弘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恒德

利得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62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4,800

王道贵 1,54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3,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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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序号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1 货币资金 166,080,208.83 105,123,749.77 57.99

2 预付款项 18,437,874.08 7,556,358.69 144.00

3 在建工程 11,342,751.84 578,924.26 1,859.28

4 其他非流动资产 3,111,760.44 12,111,864.20 -74.31

5 长期借款 50,000,000.00 75,000,000.00 -33.33

说明：

1.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57.99%，主要为子公司河南辅仁堂制药有限公司加大资金回收力度所致。

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144.00%，主要系公司预付原材料的采购款项较年初有所增加。

3.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1859.28%，主要为公司新增中试车间工程项目建设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74.31%，主要为部分预付设备款在期末已经结算完毕。

5.长期借款较年初减少33.33%，主要公司偿还部分到期长期借款所致。

3.1.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项目

序号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1 销售费用 62,701,570.47 42,857,046.48 46.30

2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00,289.75 13,611,200.00 -97.06

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869,388.38 44,643,174.52 38.59

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950,207.28 73,490,345.77 83.63

5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16,490,883.08 128,571,776.92 -87.17

说明：

1.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6.30%，主要为子公司河南辅仁堂制药有限公司业务拓展费用增长较多

所致。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97.06%，主要为上年同期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8.59%，主要公司支付期间费用增加所致。

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83.63%，主要为公司加大资金回收力度所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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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7%，主要为公司上年同

期存在车间及项目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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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2月22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16年4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2016年5月13日召开了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由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组成，即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开封制

药(集团)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同时通过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募集配套资金的总额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

2017年8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审

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恢复本次重组事项审核。

本次交易将有助于减少同业竞争，弥补上市公司在化学药、原料药领域的空缺，扩大本公司在中成药

领域的规模。从而实现本公司产品的多元化发展，化解现有产品单一经营的风险。通过对开药集团的资源

整合和发挥协同效应，有助于本公司发挥规模优势，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行业地位及可持续盈利能

力。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也出具了关于避免

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以及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审批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取得上述批准或核准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性，提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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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文臣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81� � � � � � � �证券简称：辅仁药业 公告编号：2017-028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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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5月17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报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申请文件， 并于2016年5月20日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61166号）。 公司于2016年6月17日取得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61166号），并于2016年9月14日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1166

号），公司已对上述反馈意见进行了书面回复。

由于公司涉及有关事项需进一步核查，为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2016年9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中止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审核的议案》，并于2016年10月11日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中止审查通

知书》（161166号）。

鉴于公司涉及的相关事项已落实，2017年8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审查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议案》。 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审核。

2017年10月30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恢复审查通知书》（161166号），中国证监

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关于恢复审查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的申请》进

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符合恢复审查条件，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第二

十三条的有关规定，决定恢复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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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孔令钢、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顾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炜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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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294,681.85 352,906,571.26 53.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514,840,874.92 296,851,866.54 7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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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85,177.55 -53,408,676.78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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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278,331.28 108,100,818.30 15.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707,355.34 3,048,840.94 25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8,698,291.09 -3,577,877.3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55% 1.24% 增加1.31的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7 1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07 1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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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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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4,935.00 2,475,247.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9,100.00 -94,895.70

所得税影响额 -329,240.25 -371,287.05

合计 1,826,594.75 2,009,0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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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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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令钢 8,880,000 14.56 8,880,000 无 8,880,000 境内自然人

陆海天 6,120,000 10.03 6,120,000 无 6,12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格尔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6,000,000 9.84 6,000,000 无 6,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杨文山 4,000,000 6.56 4,000,000 无 4,00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圣睿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000,000 6.56 4,000,000 无 4,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宁生 3,850,000 6.31 3,850,000 无 3,850,00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展荣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450,000 5.66 3,450,000 无 3,4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荣 1,750,000 2.87 1,750,000 质押 1,750,000 境内自然人

马晓娜 1,187,700 1.95 1,187,500 无 1,187,700 境内自然人

龚茵 880,000 1.44 880,000 无 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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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信燃 405,7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700

毕树真 39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200

中国工商银行－嘉实策略增长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12,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300

深圳福德天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福德天佑

一号证券投资基金

204,859 人民币普通股 204,859

何柳开 11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900

吴华芳 93,500 人民币普通股 93,500

张怡 80,500 人民币普通股 80,500

深圳前海引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引力波2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0,400 人民币普通股 80,400

黄宗华 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

龙志成 74,000 人民币普通股 74,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孔令钢先生、陆海天先生，二人合计控制公司34.43%的股份。 其中，孔令钢先生直接持有公

司14.56%的股份，陆海天先生直接持有公司10.03%的股份；同时，二人通过格尔实业间接控制公司9.84%的股

份。 2011年12月，孔令钢先生与陆海天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约定：双方作为一致行动人行使股

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在决定公司日常运营管理事项时，共同行使公司股东权利，特别

是行使提案权、表决权时采取一致行动。 若双方无法就该等一致行动事项达成一致，则在最终投票表决、实际作

出决定及对外公开时，应以孔令钢先生的意见为准。 因此，孔令钢先生与陆海天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

2、上海展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公司部分高管和骨干员工于2012年12月成立的员工持股公司。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周海华先生担任上海展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3、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均为社会公众股股东，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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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原因

货币资金 196,625,907.11 115,711,417.98 69.93%

主要系公司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到位所致

应收票据 1,450,615.00 2,977,480.00 -51.28%

系期初票据到期承兑，本

期票据结算减少所致

应收账款 98,969,890.59 75,137,711.76 31.72%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

加所致

预付账款 970,233.99 10,744,929.00 -90.97%

系公司上期采购原材料

本期入库所致

其他应收款 19,546,639.47 10,014,521.72 95.18%

主要系投标保证金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2,182,770.0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对货币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514,991.99 2,277,225.03 -33.47% 系本期该费用摊销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8,302,990.00 不适用

系募投项目采购相关设

备所致

预收款项 7,377,311.46 20,384,765.76 -63.81%

主要系项目验收结转收

入所致

应交税费 2,836,984.95 14,860,926.82 -80.91%

主要系本期缴纳期初增

值税及所得税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3,380,000.00 -100.00%

系公司偿还购房贷款所

致

长期借款 2,535,000.00 -100.00%

系公司偿还购房贷款所

致

递延收益 150,000.00 846,345.74 -82.28%

主要系本期研发补贴项

目结项增加所致

股本 61,000,000.00 45,750,000.00 33.33%

系本期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所致

资本公积 250,283,925.72 52,762,272.68 374.36% 系股本溢价所致

2、 损益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增减比例 原因

税金及附加 1,237,132.74 489,700.81 152.63%

主要系增值税附加增加

所致

财务费用 -3,313,542.71 -82,814.40 -3,901.17%

主要系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导致利息收入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929,553.14 -17,426.08 不适用

主要系应收账款及计提

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113,721.84 不适用

系本期公司执行新的会

计准则所致

营业外收入 2,475,247.00 8,171,958.91 -69.71%

系本期公司执行新的会

计准则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638.23 -100.00% 本期公司无营业外支出

3、 现金流量项目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1-9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9月）

增减比例 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9,865,784.92 675,793.82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利用闲置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5,606,451.60 -7,428,184.88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发行股份筹

集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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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上海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孔令钢

日期 2017年10月31日

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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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洪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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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86,683,277.62 17,961,980,731.61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16,722,040.64 8,007,636,184.76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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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250,582.89 1,844,014,968.22 -11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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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6,177,788.86 7,417,091,417.02 39.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19,870,437.48 776,453,859.65 -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03,217,057.14 744,255,956.20 -5.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5 13.84 减少5.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73 -17.8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60 0.73 -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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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28 451,37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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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6,348.24 13,170,28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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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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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159,323.12 -2,704,1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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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711.10 2,242,322.3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诉讼补偿所得 1,184,552.30 5,696,090.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18,005.20 -2,202,566.22

合计 1,844,037.60 16,653,3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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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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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604,200,000 50.35 604,200,0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英诚贸易有限公司 201,400,000 16.78 201,400,000 无 0 境外法人

机茂有限公司 47,587,400 3.97 0 无 0 境外法人

颖名有限公司 32,548,200 2.71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基兰德 （北京）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

19,400,000 1.62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丰隆集团有限公司 18,900,000 1.58 0 无 0 境外法人

宏时投资有限公司 14,915,000 1.24 0 无 0 境外法人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

司

12,000,000 1.0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苏州亿和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4,900,000 0.41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坤元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

3,760,000 0.31 0 质押 2,83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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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茂有限公司 47,587,400 人民币普通股 47,587,400

颖名有限公司 32,548,200 人民币普通股 32,548,200

中基兰德（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19,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00,000

丰隆集团有限公司 18,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00,000

宏时投资有限公司 14,9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15,000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1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

苏州亿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0,000

浙江坤元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3,7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60,00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灵活配置

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658,341 人民币普通股 1,658,341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聚平台

证券投资基金

1,6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2,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与英诚贸易有限公司同为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为公司的关联方，其中玲

珑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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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数 报告年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008,557,295.13 422,520,974.78 138.70

主要系本期票据贴现减少，且

销售增长，票据回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145,710,047.23 106,022,156.07 37.43

主要系原材料预付款增加所

致。

应收利息 2,495,185.35 1,908,888.95 30.71

主要系本期美元定期存款增加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55,010,574.07 537,493,209.30 40.47

主要系本年预付土地、 房产及

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82,081,904.46 117,745,193.80 -30.29

主要系本期应缴增值税、 所得

税等税金有所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7,769,970.12 13,358,430.74 -41.83

主要系借款结构发生变化，到

期付息的借款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425,664,065.25 269,051,570.00 58.21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44,184,372.61 155,768,954.21 -71.63

主要系美元汇率波动， 境外公

司外币报表折算差异变动所

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316,177,788.86 7,417,091,417.02 39.09

主要系销售数量增加， 影响收

入较去年同期增长较大。

营业成本 7,983,900,945.70 5,233,386,222.88 52.56

主要系原材料价格上涨， 且销

售数量增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86,768,358.81 43,461,364.40 99.64

主要系原计入管理费用的房产

税、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税金

并入本科目核算， 导致变动较

大。

资产减值损失 26,694,554.31 60,590,113.18 -55.94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30,075.36 100.00

主要系黄金租赁业务在本年已

终止。

投资收益 -2,704,122.71 4,255,612.79 -163.54

主要系本期橡胶期货业务收益

低于上年同期。

其他收益 9,071,283.56 100.00

主要系政府补助， 会计准则核

算方法变更所致。

营业外收入 14,503,042.82 38,607,342.77 -62.43

主要系本年度政府补助减少且

部分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科

目核算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14,257.11 4,225,239.89 -52.33

主要系本期诉讼赔偿支出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61,310,936.32 91,391,880.15 -32.91

主要系本期公司利润较上年同

期下降导致所得税费用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3,250,582.89 1,844,014,968.22 -115.90

主要系本期原材料价格上涨，

购买原材料支付的现金较上年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3,515,597.83 -1,171,205,895.87 140.43

主要系本年借款收到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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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锋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601966� � � � � � � � �证券简称：玲珑轮胎 公告编号：2017-070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告知函

回复及申请文件反馈意见回复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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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玲珑轮胎” ）于2017

年9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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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531号）（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 ）。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所列问题

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答复，于2017年9月25日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情况进

行了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公司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之反馈意见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

公司于近日收到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根据证监会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

构对《告知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按照《告知函》的要求对所涉及

的事项进行了回复，并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进一步补充和修订。 现将对

《告知函》的回复及《反馈意见回复》（修订稿）予以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与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及

《公司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反馈意

见回复》（修订稿）。 公司及保荐机构将按照要求及时将上述回复及相关材料

报送证监会。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事项尚需获得证监会核准。公司将根据证监会审

批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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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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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

通知于2017年10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

事３名，实际参加监事３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温波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17－071)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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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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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17年10月30日上午10:00至11:00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现场出席董事9名，公司全体监事和董

事会秘书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锋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

编号：2017－07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拟设子公司注册资本和持股比例的议案》

公司拟与上海明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在山东省烟台市范围内选址考察成

立的玲珑轮胎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名称暂定，以工商核准名称为准，以下

简称“智能装备子公司” ），注册资本原暂定为不超过2,000万元人民币，公司

持股比例为60%， 该议案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7

年2月23日进行公告，截至目前该公司尚未成立。 现公司拟变更智能装备子公

司注册名称为山东巨匠轮胎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名称暂定，以工商核准名

称为准），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出资9,750万元，持股比例为

65%，上海明匠智能系统有限公司出资5,250万元，持股比例35%，其他合作条

件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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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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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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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要

求，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现将2017年

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生产量（万条） 销售量（万条） 产品销售收入（万元）

轮胎 1,277.06 1,261.20 354,572.75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

2017年第三季度公司轮胎产品的价格较今年第二季度总体下降3.32%左

右。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2017年第三季度公司的天然橡胶采购价格较第二季度平均下降约

14.87%；合成胶采购价格较第二季度平均下降约25.89%；炭黑及钢丝帘线第三

季度采购价格下降幅度较小，分别较第二季度下降约5.08%、6.78%，帘子布第

三季度采购价格较第二季度平均下降约12.38%。

三、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季度未发生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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