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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773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33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680

证券简称：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538

证券简称：司尔特 公告编号：

2019-23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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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顺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希

文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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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46,072,788.06 265,269,210.46 3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2,651,574.95 62,535,528.60 1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72,455,662.98 57,761,951.72 2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870,027.11 -925,380.68 -534.3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36 0.1925 16.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36 0.1925 16.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3.07%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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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1,674,731.07 2,870,051,531.68 -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03,544,662.85 2,179,632,434.90 1.1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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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393.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1,822.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303.99

合计 195,91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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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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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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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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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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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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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00% 100,727,29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招商中

证白酒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3,713,791 0

巩和国 境内自然人 1.06% 3,446,900 0

张寿清 境内自然人 0.75% 2,437,300 0

瞿惠玲 境内自然人 0.74% 2,400,007 0

姚伟 境内自然人 0.64% 2,070,000 0

太平资产－工商

银行－太平之星

19号投资产品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3% 2,052,668 0

周军 境内自然人 0.56% 1,830,518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1% 1,643,972 0

韩立斌 境内自然人 0.47% 1,5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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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皇有限公司 100,727,291 人民币普通股 100,727,29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证白

酒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3,713,791 人民币普通股 3,713,791

巩和国 3,446,900 人民币普通股 3,446,900

张寿清 2,43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7,300

瞿惠玲 2,400,007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7

姚伟 2,0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0,000

太平资产－工商银行－太平之星19号

投资产品

2,052,668 人民币普通股 2,052,668

周军 1,830,518 人民币普通股 1,830,51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43,972 人民币普通股 1,643,972

韩立斌 1,517,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7,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前十名社会流通股东之间、流

通股东及法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社会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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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帐款增加主要系预付广告费增加。

2、其他流动资产增加主要系待抵扣进项税额增加。

3、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度绩效工资。

4、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本期缴纳年初应交税费。

1、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内参系列及酒鬼系列收入增长。

2、营业成本增加主要系销量增加。

3、营业税金增加主要系销售收入增加。

4、销售费用增加主要系广告费用增加。

5、财务费用减少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

6、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系上期往来款收回转回已计提的坏帐准备。

7、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上期取得投资理财收益593万及确认合营企业亏损367万。

8、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增加主要系上期确认合营企业亏损。

9、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罚款净收入增加。

10、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净损失增加。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主要系本期销量增加。

2、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本期支付上年应付未付绩效工资增

加。

3、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本期支付广告费增加。

4、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系上期收回投资理财产品本期无。

5、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减少系上期取得投资理财产品收益本期无。

6、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减少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

资产比上期减少。

7、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本期购建固定资产

增加。

8、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系上期购买理财产品本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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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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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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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

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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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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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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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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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柯尊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钟建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

映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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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17,015,649.78 699,991,074.72 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1,005,149.07 205,986,366.58 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97,696,983.53 192,440,513.94 2.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6,206,590.42 12,094,762.53 530.0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1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1 0.30 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4% 5.65% -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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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5,864,760.65 5,194,882,257.35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96,053,944.07 4,083,954,488.70 5.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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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9,162.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85,279.46

非流动资产报废损益 -4,994.56

捐赠利得 -3,130,145.82

减：所得税影响额 2,881,136.10

合计 13,308,165.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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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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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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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投资收益 4,578,157.31

列示在报表“投资收益” 中的“理财产品收益” 系本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购

买商业银行发行的短期保本型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 购买此类理财产品

系本公司为加强日常资金管理、 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而产生， 发生频率较

高，不影响本公司对资金的流动性管理，据此，本公司认为：该类理财产品

收益与本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具有可持续性，故将其认定为经常

性损益。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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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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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康弘科技实

业（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35% 224,626,846 0

柯尊洪 境内自然人 25.73% 173,307,552 129,980,664

柯潇 境内自然人 8.20% 55,200,000 41,400,000

龚静 境内自然人 4.02% 27,061,238 1,408 质押 1,450,000

北京鼎晖维鑫创

业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13,423,207 0

赵兴平 境内自然人 1.40% 9,400,225 7,053,919

北京鼎晖维森创

业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8% 9,327,543 0

钟建军 境内自然人 1.36% 9,127,683 6,845,762

钟建荣 境内自然人 1.21% 8,138,061 6,103,546

天津鼎晖股权投

资一期基金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7,619,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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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康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24,626,846 人民币普通股 224,626,846

柯尊洪 43,326,888 人民币普通股 43,326,888

龚静 27,059,830 人民币普通股 27,059,830

柯潇 13,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0,000

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3,423,207 人民币普通股 13,423,207

北京鼎晖维森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9,327,543 人民币普通股 9,327,543

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

伙）

7,619,940 人民币普通股 7,619,94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社

会责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158,251 人民币普通股 7,158,251

张志荣 5,070,001 人民币普通股 5,070,001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4,679,926 人民币普通股 4,679,9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10名股东中，柯潇为成都康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柯尊洪、赵

兴平、钟建军为成都康弘科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董事；钟建军为钟建荣之弟，柯尊洪、钟

建荣夫妻与其子柯潇为实际控制人；柯潇为公司控股股东； 2、北京鼎晖维鑫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北京鼎晖维森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鼎晖股权投资一期基金（有限合伙）为一

致行动人； 3、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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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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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款项较期初增长31.86%，主要系本报告期预付合同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长148.74%，主要系本报告期备用金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增长266.70%，主要系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4、预收款项较期初增长95.53%，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销售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减少74.38%，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度年终奖所致。

6、应交税费较期初增长33.02%，主要系本报告期应交相关税费增加所致。

7、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减少30.81%，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提折扣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

1、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长43.09%，主要系报告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2、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80.32%，主要系报告期汇率波动所致。

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105.59%，主要系本报告期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530.08%，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商品

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00.00%，主要系本报告期无筹资活

动现金收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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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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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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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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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3月0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康弘药业：2019年3月8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3月2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康弘药业：2019年3月20日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9年4月2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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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3、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4、公司董事长刘会胜先生、总经理张民先生、财务总监王俊伟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宋强先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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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67,546,506.44 2,115,175,516.69 -1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546,090.20 42,047,112.00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7,997,422.14 39,534,316.91 -3.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268,173.30 -89,516,967.41 60.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43 0.0339 1.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43 0.0339 1.1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5 1.26 减少0.01个百分点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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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12,098,782.73 9,371,852,018.61 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416,033,415.86 3,369,904,942.38 1.3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 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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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8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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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1,305.47

债务重组损益 -9,061.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055.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12,083.2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392.58

合 计 4,548,66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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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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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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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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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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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5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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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9.37 364,399,684 183,787,285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24 40,236,100 0

李春杰 境内自然人 0.38 4,698,800 0

李彧 境内自然人 0.27 3,407,271 0

刘宇 境内自然人 0.25 3,159,553 0

齐丽杰 境内自然人 0.25 3,049,600 0

秦珂 境内自然人 0.20 2,491,600 0

侯鳕妍 境内自然人 0.20 2,434,900 0

潘国红 境内自然人 0.19 2,345,500 0

蒋晓梅 境内自然人 0.19 2,32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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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80,612,399 人民币普通股 180,612,39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236,1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36,100

李春杰 4,69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698,800

李彧 3,407,271 人民币普通股 3,407,271

刘宇 3,159,553 人民币普通股 3,159,553

齐丽杰 3,049,6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9,600

秦珂 2,4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91,600

侯鳕妍 2,43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4,900

潘国红 2,34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5,500

蒋晓梅 2,326,998 人民币普通股 2,326,99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国有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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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

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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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上述前10大股东中，股东李春杰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698,800股，股东李彧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407,271股，

股东刘宇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2,783,053股， 股东齐丽杰通过申

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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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幅度

（%）

原 因

应收票据 556,149,350.30 309,293,040.85 79.81 报告期收到的票据同比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30,800.32 46,200.31 -33.33 报告期内费用摊销。

应付职工薪酬 83,024,175.17 125,169,941.41 -33.67 报告期支付的年度绩效工资同比增加。

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度

（%）

原 因

税金及附加 10,488,172.46 16,328,847.98 -35.77 主要是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利息收入 2,874,314.11 2,187,880.71 31.37 主要是报告期平均资金存量同比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520,308.05 833,894.96 -37.61 主要是报告期处置固定资产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入 1,185,736.54 824,588.28 43.80 主要是报告期债务重组利得同比增加。

营业外支出 999,906.17 80,919.79 1,135.68 主要是报告期债务重组损失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5,268,173.30 -89,516,967.41 60.60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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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1）保兑仓业务

保兑仓方式主要为合作银行对本公司授予一定的综合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本公司的代理商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本公

司代理商利用上述协议项下的银行承兑汇票购买本公司的各类工程机械， 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后代理商无法交存足额

票款时，其仍未销售的库存工程机械，由公司按照协议规定承担相应的回购责任，并及时将购买款项划入指定帐户用于

偿还承兑汇票款项。 截至2019年3月31日，各经销商按协议开出的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252,031,167元，其中光大

银行0元，平安银行23,916,356元，华润银行228,114,811元。 截止财务报告日尚未发生回购事项。

（2）按揭业务

按揭贷款方式是指公司与合作银行签订《金融服务合作协议》，并由公司的代理商与合作银行签订相关从属协议。

在前述合同项下，合作银行与代理商推荐的终端客户签订按揭合同专项用于购买公司各类工程机械；当终端客户在贷款

期限内连续三期未能按时、 足额归还银行贷款本息或贷款最后到期仍未能足额归还本息时或放款90天内未将抵押资料

手续办理完毕并送达银行的，由代理商承担回购义务，如回购义务发生，且代理商未能承担回购义务，公司承担回购义

务。 截至2019年3月31日，该协议项下公司与光大银行的贷款余额为28,951,698.76元，其中存在逾期余额118,718.69元，

尚未达到合同回购条件。

（3）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租赁方式是指公司与租赁公司签订《回购协议书》，租赁公司与代理商推荐的终端客户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专项

用于购买公司各类工程机械；当终端客户在贷款期限内发生3次或3次以上迟延支付租金的，代理商承担回购义务；如回

购义务发生，且代理商未能承担回购义务，公司承担回购义务。 截至2019年3月31日，融资租赁业务余额231,721,753元，

均为在山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的业务。 其中存在逾期余额14,931,589元，尚未达到合同回购条件。

（4）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

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方式是指公司与合作银行签定《金融服务合作协议》， 合作银行对公司授予一定的综合授信额

度，专项用于买方付息的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公司代理商利用上述协议项下的票据变现来实现将其出具的收款人为

公司的商业承兑汇票转化为现金，以支付商业承兑汇票所附的合同价款，在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期间或到期时代理商

不能按时支付利息或不能足额承兑汇票面额的，公司按照协议规定向合作银行返还贴现资金。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商

业承兑汇票贴现额为0元。 截止财务报告日尚未发生返还事项。

2、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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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2013年2月7日，公司在实施非公开发行方案时，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对本次非公开发行出具《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做出如下承诺：

截至本函出具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的子企业目前未从事任何与山推股份的主营业务及其他业务相同或相似的

业务（以下称"竞争业务"），未来也不会从事竞争业务并促使本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不从事竞争业务；

本公司承认并将促使本公司控股的子公司承认山推股份在从事竞争业务时始终享有优先权， 针对将来面临或可能

取得任何与竞争业务有关的投资机会或其他商业机会， 本公司同意在同等条件下赋予山推股份参与该等项目投资或商

业交易之优先选择权。

如违反上述任何承诺，将赔偿山推股份因此遭受的一切经济损失。

上述承诺一经作出，即不可撤销，且持续有效，直至本公司不再成为山推股份的主要股东和对山推股份拥有控制权

的关联方为止。

2、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于2019年2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山东重工集团的《关于完成增持山推股份股票的告知函》，函件告知：山东重工

集团于2018年11月26日至2018年12月10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9,

226,26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743%，增持金额3,179.60万元。本次增持后，山东重工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完成。

山东重工集团承诺在股份增持实施期间以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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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

券

品

种

证券

代码

证

券

简

称

最初投资

成本（元）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账面价

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股

票

601328

交

通

865,

672.00

公 允

价 值

计量

4,345,

290.78

337,716.90

3,817,

335.68

4,683,

007.68

其 他

资产

投资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

券投资

合 计

865,

672.00

--

4,345,

290.78

337,716.90

3,817,

335.68

4,683,

007.68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1月0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战略情况

2019年01月2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程机械市场情况

2019年01月2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一带一路对公司影响情况

2019年02月0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年02月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海外市场布局情况

2019年03月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产品国内市场情况

2019年03月1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工程机械行业情况

2019年03月2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发展略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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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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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刘会胜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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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国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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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8,047,341.40 480,464,675.37 7.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055,431.72 41,309,116.38 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38,089,177.46 35,206,422.04 8.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3,004,074.29 -108,058,689.46 -32.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0.0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2% 1.23%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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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8,714,211.05 4,889,125,588.44 5.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61,707,557.47 3,518,652,125.75 1.2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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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8,314.90

主要系递延收益摊销及收到的政

府补助所致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15,835.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735.09

减：所得税影响额 984,630.94

合计 4,966,25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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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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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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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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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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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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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购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35% 182,050,800

质押 179,530,000

冻结 182,050,800

安徽省宁国市农

业生产资料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1% 81,951,500

金国清 境内自然人 3.42% 24,560,000 18,420,000

刘迎 境内自然人 2.31% 16,617,454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庚价

值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3% 8,859,727

创金合信基金－

招商银行－湖南

轻盐创投定增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96% 6,918,223

广发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银

行“薪满益足” 天

天薪人民币理财

计划

其他 0.81% 5,845,878

首誉光控资产－

广州农商行－广

州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64% 4,582,700

易方达基金-工

商银行-易方达

基金臻选2号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62% 4,454,600

汤耀光 境内自然人 0.62% 4,4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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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购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182,0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2,050,800

安徽省宁国市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81,951,500 人民币普通股 81,951,500

刘迎 16,617,454 人民币普通股 16,617,45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值领

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859,727 人民币普通股 8,859,727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湖南轻盐

创投定增资产管理计划

6,918,223 人民币普通股 6,918,223

金国清 6,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14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薪

满益足"天天薪人民币理财计划

5,845,878 人民币普通股 5,845,878

首誉光控资产－广州农商行－广州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582,700 人民币普通股 4,582,700

易方达基金-工商银行-易方达基金

臻选2号资产管理计划

4,454,6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4,600

汤耀光 4,428,800 人民币普通股 4,42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2016年10月21日，公司股东宁国农资公司与产业控股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宁国农资公司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产业控股司尔特无限售流通股17,953.00万股，占司尔特总股本的25%。

2、金国清先生直接持有宁国农资公司30.38%的股权，为宁国农资公司第一大股东，宁国农资公司

持有公司11.41%的股权；金国清先生还直接持有公司3.42%的股份，且自2003年9月至今一直担任

公司董事长。 由此，宁国农资公司和金国清先生构成一致行动关系；3、未知公司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1、自然人刘迎通过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2,479,062

股；2、 自然人汤耀光通过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

428,8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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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化幅度 变动说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88,671,544.99 201,074,100.02 43.56% 系信用期内发货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92,199,649.88 62,518,339.97 47.48% 系客户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化幅度 变动说明

研发支出 16,769,557.02 6,751,154.81 148.40% 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735,778.84 329,483.30 426.82% 系贵州政立公司收益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化幅度 变动说明

支付的各项税费 8,287,795.18 15,282,772.45 -45.77% 主要系当期应纳税额减少所示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0.00 121,468,383.56 -100.00%

主要2017年净赎回大额银行理财产品所

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9,585,340.64 103,663,861.02 -61.81% 主要系募投项目投入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4,078,676.94 308,946,436.89 -76.02% 主要系银行贷款发生额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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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司尔特二〇一七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224号）核准，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8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可转债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本次发行

采用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及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网下对机构投资者发行和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根据公司、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2019年4月12日发布的《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公司实际已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800,00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800,000,000.00元，扣除按承销、保荐佣金费用、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信用评级费、信息披露费用、推介费用共计人民

币19,00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81,000,000.00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2019年01月17日

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发行公告等 2019年04月03日

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发行结果等 2019年04月12日

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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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国购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控股

股东、 实际控制

人

一、为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保护

上市公司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证与上市

公司做到资产独立完整、 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

立。二、关联交易 1、不利用自身

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及重大影

响，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

面给予承诺人及所控制的企业优

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2、不利用自

身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关系及重大

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

优先权利；3、杜绝承诺人及所控制

的企业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资

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

上市公司违规向承诺人及所控制

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4、

承诺人及所控制的企业不与上市

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必要

的关联交易。 三、同业竞争关系及

规范措施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独自经营、合资经

营和拥有在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

份或权益） 从事与上市公司的业

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

事、参与或入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

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 本公司将及时告知上市公

司，并尽力帮助上市公司取得该商

业机会。

2016 年 10 月

21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原控股股东安徽

省宁国市农业生

产资有限公司与

原实际控制人金

国清先生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

争，公司原控股股东安徽省宁国市

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与原实际

控制人金国清先生承诺：保证其自

身及控股和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从

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2010 年 09 月

13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未

来 三 年 股 东 回 报 规 划

（2018-2020年）》

2018 年 05 月

16日

三年 正常履行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

应当详细说明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的工作计

划

不适用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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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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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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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金国清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