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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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成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昌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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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61,172,866.68 32,831,830,184.52 0.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510,099,225.89 8,814,159,909.16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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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7,362,876.51 1,265,330,845.75 8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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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4,664,198.29 10,506,305,552.88 3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8,803,617.34 71,216,480.30 1,10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838,112,230.76 97,917,261.27 755.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7 0.79 增加8.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93 0.043 363.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93 0.043 3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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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44.84 66,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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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44,842.14 28,531,5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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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79.60 -575,300.80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535,819.17 1,689,515.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73,431.25 -7,459,984.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6,128.18 1,185,721.1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516.45 27,477.17

所得税影响额 -1,014,077.23 -2,774,440.24

合计 9,011,316.66 20,691,38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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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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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同比发生重大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期末数 上年期末数

变动比

例

（%）

原因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234,015.28 9,284,136.54 -97.48

主要系子公司上海实业商品期货浮盈本期转

回所致

应收票据

135,221,

645.20

62,287,329.01 117.09

主要系本期公司销售锌合金产品收取银行承

兑汇票同比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51,815,

539.56

95,192,810.32 59.48 主要系本期销售货物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42,020,

359.15

161,090,

573.59

50.24

主要系本期预付原料采购款和材料采购款所

致

应收利息 - 13,285,311.13

-100.

00

主要系定期存单利息本期到期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76,310,

789.26

144,744,

254.18

90.90

主要系本期丧失昭通驰宏矿业有限公司控制

权，持股比例下降所致

开发支出 42,844,281.65 29,271,584.61 46.37 主要系本期增加项目研发投入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98,714,

200.00

18,203,461.47 991.63 主要系本期期货业务浮动亏损所致

应付票据 -

144,000,

000.00

-100.

00

主要系本期支付到期票据款所致

预收款项

338,548,

740.91

138,770,

729.15

143.96 主要系销售商品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127,202,

028.56

85,935,387.99 48.02 主要系按年支付的债券利息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998,870,

087.49

1,994,260,

051.03

-49.91

主要系将于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重分类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

-444,282,

812.24

-277,961,

142.64

59.84 主要系本期期货业务浮动亏损所致

3.1.2� �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变动比

例（%）

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4,044,664,

198.29

10,506,305,

552.88

33.68

主要系本期公司自产产品销量增加和主要产品价

格较上年上升所致

营业成本

11,530,815,

454.17

9,092,000,

394.51

26.82 主要系本期自产产品成本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35,435,316.19 -41,549,349.92 不适用 主要系商品期货无效套期部分浮亏本期转回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378,595.59 41,224,032.58 -74.82

根据财政部2017年5月10日发布的《企业会计准

则第16号-政府补助》，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

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项目所致

所得税费用 228,318,468.11 81,878,629.23 178.85 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及产品毛利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858,803,617.34 71,216,480.30 1105.91

主要系本期公司自产产品销量增加和主要产品价

格较上年上升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178,938,

168.41

61,784,194.09 -389.62

主要系套期保值业务套期关系未到期的保值平仓

及浮动亏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87,362,

876.51

1,265,330,

845.75

80.77 主要系本期主要产品销量增加、价格上升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64,526,

834.62

-2,102,918,

928.88

73.16 主要系上期支付收购子公司少数股权价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551,896,

985.45

1,250,810,

090.52

-224.

07

主要系上期公司吸收投资收到现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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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

司拟向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驰宏锌锗投资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国华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中兵投资驰宏锌锗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珠海金润中泽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郑积华先生、徐晓雒女士非公开发行不超过993,518,583股股票，

募集资金不超过415,290.77万元（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 2017年9月18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7】1644号）（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9月1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www.sse.com.cn上的“临2017-053号” 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公司正在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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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2016年度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186,814.69万元，2016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65,290.96万元。 2017年，公司紧抓铅锌价格上涨的有利时机，赶前抓

早积极释放产能、生产产量创同期历史新高，2017年1-9月，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85,880.36万元（未经审计），预计2017年度的累计净利润与2016年度相比将

发生较大变动。

公司名称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勇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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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郭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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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898,283.33 599,148,648.09 -9.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71,730,651.26 118,267,949.24 -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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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45,597.38 -75,428,21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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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15,964.36 93,738,913.03 -0.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46,426,387.78 -40,179,6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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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355,506.90 -44,542,419.03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87 -51.03 增加2.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59 -0.0657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59 -0.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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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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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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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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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98.10 -70,8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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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398.10 -70,8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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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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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数 上期数

本期金额较上期

金额变动金额

本期金额

较上期金

额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6,210,497.60 101,587,186.63 -45,376,689.03 -44.67

主要是因为报告期正常

生产运营所需资金增加

所致

应收股利 27,257.74 5,424,780.60 -5,397,522.86 -99.50

主要是因为收到联营

公司中钞纸业股利所致

短期借款 5,000,000.00 5,000,000.00

主要是报告期发生银

行借款所致

税金及附加 1,597,917.22 835,242.10 762,675.12 91.31

主要是本报告期会计

政策变更致房产税、土地

税、印花税、车船税增加

所致

销售费用 4,153,105.67 6,722,565.16 -2,569,459.49 -38.22

主要是本报告期市场

推广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74,168.30 29,168.86 -103,337.16 -354.27

主要是本报告期利息

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403,744.47 4,443,729.82 -4,039,985.35 -90.91

主要是本报告期处置

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474,625.35 81,003.57 393,621.78 485.93

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

赔偿款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11,370,826.30 8,194,574.86 3,176,251.44 38.76

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

的各项税费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

金

5,986,425.56 304,541.25 5,681,884.31 1,865.72

主要是因为收到联

营公司中钞纸业股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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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1,500.00 30,043,000.00 -27,071,500.00 -90.11

主要是因为上期收到

天津住宅集团土地补偿

款3000万元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556,362.00 1,168,747.00 -612,385.00 -52.40

主要是因为本报告期

支付的购建固定资产款

项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32,655.21 128,608.34 -95,953.13 -74.61

主要是本报告期支付

的借款利息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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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锴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800

证券简称：天津磁卡 编号：临

2017-028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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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5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监事，会

议于2017年10月30日上午10:00整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梅女士主

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3号———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

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工作的要求，经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审慎审核，监事会

认为：

（1）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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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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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

出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提出本意见前，监事会未发现参与三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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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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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落实《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的贯彻落

实，财政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 要求自2016年5月1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及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

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科目核算的调整不会对公司 2017�年度以及本年度三季报的总资产、净资产、净利润产

生任何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日期：①要求自2016年5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增值税会计处理规

定》；②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

2、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①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

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 项目重分类至

“税金及附加” 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 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2016年调增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581,339.11元，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581,339.11元。

②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要求自2017年6月12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要求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月1日至该准则施

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将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

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项目调整为利润表“其他收益” 项目单独列报，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

重大影响。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①将利润表中的“营业税金及附加” 项目调整为“税金及附加” 项目。

将自2016年5月1日起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从“管理费用” 项目重分类至

“税金及附加” 项目，2016年5月1日之前发生的税费不予调整。 比较数据不予调整。

2016年调增税金及附加本期金额581,339.11元，调减管理费用本期金额581,339.11元。

②公司将修改财务报表列报，将与日常活动有关且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从利润表“营业外收入” 项目调整为利润

表“其他收益” 项目单独列报，该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或修订的会计准则具体进行的合理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由于新准则的实施而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2017�年度及本期经营成果、现金流量金额产

生影响，也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所的结论性意见

1、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两项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及交易所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合理变更，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照《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的贯彻落实，财政

部于?2016?年?12?月?3?日发布了 《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6]22?号）要求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两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变更及调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

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合理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上网公告文件

1、《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2、《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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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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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7年10月25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

议于2017年10月30日上午9：00以现场方式在公司多功能会议厅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部分监事和

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郭锴主持，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审议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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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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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涂木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丽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丽丹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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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252,703.22 248,839,907.98 61.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69,391,786.24 215,187,738.33 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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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80,476.13 23,310,608.19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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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087,905.4 109,948,950.18 4.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2,518,022.36 22,003,260.96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9,415,856.77 20,818,631.49 -6.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90 11.28 减少3.3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922 0.4401 -10.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922 0.4401 -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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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80 24,98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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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3,382.72 3,621,287.6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

入和支出

2,110.93 5,567.50

所得税影响额 -238,725.07 -549,673.60

合计 1,352,775.38 3,102,1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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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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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209,792,715.25 61,208,017.90 242.75%

报告期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A股上市发行股票， 增加货

币资金

应收票据 1,402,349.25 3,566,534.50 -60.68%

报告期将收到的银行承兑汇

票大部分背书给供应商，期末

持有较少

预付账款 1,348,619.23 2,241,203.8 -39.83%

报告期依合同约定预付货款

尚未到货的金额减少

其他应收款 1,123,725.75 5,579,045.13 -79.86%

上年末账上列支的发行费用，

已在报告期收到募集资金时

抵减

其他非流动资产 665,181.00 260,250.00 155.59%

报告期期末预付的采购长期

资产款项增加

短期借款 1,955,825.00 2,970,962.77 -34.17%

报告期减少应收账款保理融

资业务

其他应付款 1,833,475.46 2,970,799.91 -38.28%

报告期归还了11万美元本公

司股东提供的暂借款

股本 66,670,000.00 50,000,000.00 33.34%

报告期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A股上市发行股票1667万

股

资本公积 146,308,323.88 3,891,323.88 358.77%

报告期以9.81元/股的价格发

行股票，溢价发行

其他综合收益 917,511.96 318,486.41 188.09%

报告期增加外币报表折算差

额

少数股东权益 3,708,074.65 2,387,751.85 55.30%

子公司德国BODE2017年盈

利

利润表项目 2017年1-9月 2016年1-9月 增减幅度 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 705,928.79 -624,119.15 -213.11%

报告期美元贬值，公司美元存

款较多

资产减值损失 189,676.68 1,149,812.6 -83.50%

上年同期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较高

其他收益 340,898.16 0 不适用

搬迁补偿金购置资产递延收

益摊销；奖励基础设施配套资

金递延收益

营业外收入 3,653,702.43 1,507,309.1 142.40% 报告期收到的财政补助较多

营业外支出 1,863.24 106,656.11 -98.25% 上年同期营业外支出较多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

额

599,025.55 371,764.9 61.13% 报告期欧元汇率上升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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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诺

背

景

承

诺

类

型

承诺方

承诺

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

否

有

履

行

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未完成履行

的具体原因

如未能

及时履

行应说

明下一

步计划

与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相

关

的

承

诺

股

份

限

售

公司股东

涂 木 林 、

蔡瑞美

公司股东涂木林、蔡瑞美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直

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市后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

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艾艾精工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6个月。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 36

个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股

份

限

售

公司股东

圣 筑 咨

询、 永磐

咨 询 、 巨

城 咨 询 、

圣美咨询

公司股东圣筑咨询、永磐咨询、巨城咨询、圣美咨

询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所持发

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

格不低于发行价； 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

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公

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 36

个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股

份

限

售

公司股东

Granadill

a、

Vorstieg

公司股东Granadilla、Vorstieg承诺，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

人回购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 12

个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股

份

限

售

公司间接

股东涂国

圣、 涂月

玲

公司间接股东涂国圣、涂月玲承诺，自发行人股

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

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

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上

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 36

个月

是 是 不适用 不适用

股

份

限

售

公司间接

股东涂筱

筑、 梅泽

千笑

公司间接股东涂筱筑、梅泽千笑承诺，自发行人

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本人直接或间接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

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

上市后6个月内如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2017 年

5 月 25

日起 36

个月

是 是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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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涂木林

日期 2017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580

证券简称：艾艾精工 公告编号：

2017-018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

(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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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7年10月30日10时

00分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涂木林先生主持。

本次董事会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共表决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二） 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朱慈蕴、梅夏英、张文丽对本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

颁布的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共表决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司2017-020号《艾艾精

工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580

证券简称：艾艾精工 公告编号：

2017-019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

(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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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7�年 10�月 23�日

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17�年 10�月 30�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

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费敏怡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认真审议，情况如下：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对本公司编制的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以下简称“三季报” ）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三季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本公司《公司章程》和本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三季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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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3）在提出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三季报编制和审核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和违反证券交易规则的行为。

表决结果：共表决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进行的

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共表决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580

证券简称：艾艾精工 公告编号：

2017-020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

(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会计政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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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要求变更公司有关的会计政策， 不涉及以前年度的

追溯调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公司2017年1-9月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合计为340,898.16元，对2017年

1-9月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实质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3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

经营》，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以财会〔2017〕15号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

补助（2017年修订）》，自 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为了执行上述会计政策规定而进行调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

公司于2017年10月30日召开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及第二届第八次监事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

企业会计准则导致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董事会职

权，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根据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准则规范了持有待售

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分类、计量和列报，以及终止经营的列报。

2、根据财政部印发的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通知的要求，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应当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支。

在利润表中的“营业利润” 项目之上单独列报“其他收益” 项目，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在该项目中反映。

（二）变更日期

经公司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公司将按照财政部的要求时间开始执行前述两项会计准则，对相关会

计政策进行变更。

（三）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采用中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印发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

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执行。 其他未修改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

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的规定，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非流动

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目前公司暂未涉及《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规定的此类事项。

2、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规定，对2017年1月1日之后发生的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

助，计入其他收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公司2017年1-9月计入其他收益

的政府补助合计为340,898.16元，对2017年1-9月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实质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7年10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了《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

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认为：

经核查，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

和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对公司原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科目进行的合理变更，变

更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第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导致会计政策变更的书面确认意见。

特此公告。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0月31日

艾艾精密工业输送系统

(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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