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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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桂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付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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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21,526,388.59 1,131,864,349.28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62,415,338.15 1,084,159,561.33 -2.0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33,390,842.12 5.78% 396,882,286.50 3.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3,665,627.20 -6.68% 69,467,066.80 -2.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822,585.35 -2.11% 65,182,594.41 -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3,225,715.43 32.30% 74,575,062.13 -3.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0% 0.34 -2.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0% 0.34 -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5% -0.16% 6.50%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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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65.09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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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1,040.46

摊销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76,800.21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取得投资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6,355.23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02,847.96

合计 4,284,47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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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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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桂发祥

麻花饮食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35% 62,162,554 62,162,554

中华津点食品

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01% 16,395,838 0

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

司－陕国投·昌

丰一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其他 8.00% 16,390,000 0

南通凯普德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9% 12,269,816 0

中华传统食品

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5.91% 12,100,365 0

李辉忠 境内自然人 5.87% 12,023,018 0

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理事会转

持一户

国有法人 2.50% 5,120,000 5,120,000

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7% 4,440,644 0

吴宏 境内自然人 0.74% 1,509,365 1,132,024

王善伟 境内自然人 0.67% 1,37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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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津点食品投资有限公司 16,395,838 人民币普通股 16,395,838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昌丰一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16,3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90,000

南通凯普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2,269,816 人民币普通股 12,269,816

中华传统食品投资有限公司 12,100,365 人民币普通股 12,100,365

李辉忠 12,023,018 人民币普通股 12,023,018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440,644 人民币普通股 4,440,644

王善伟 1,372,024 人民币普通股 1,372,024

刘玉珠 741,800 人民币普通股 741,800

徐士震 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0,000

天津金汇中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Essence�International�Advanced�Products�and�Solutions�SPC�代表

Essence-GFX�Fund�SP同时持有中华津点食品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华传统食品投资

有限公司的100%股权；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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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货币资金 144,125,072.06 640,626,786.53 -77.50% 暂时闲置资金购买保本浮动收益

型结构性存款，货币资金减少、交

易性金融资产增加。 用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货币资金减少

交易性金融资产 468,000,000.00 0 100.00%

其他应收款 7,373,964.25 3,745,339.30 96.88%

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应收利息未到期

其中：应收利息 3,700,878.91 0 100.00%

开发支出 279,611.65 174,757.28 60.00% 发酵技术研发项目增加支出

商誉 3,301,151.52 0 100.00%

公司下属子公司收购天津市王记

麻花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商

誉

应交税费 10,956,542.52 4,146,043.75 164.27%

本年企业所得税按照税务局要求

由原月度缴纳调整为按照季度缴

纳，3季度计提应缴企业所得税在

10月份缴纳

其他应付款 5,797,047.29 4,089,498.69 41.75% 应付电商运营服务费同比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28,734.36 43,392.06 -33.78%

持有天津银行股票股价波动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86,203.08 130,176.17 -33.78%

减：库存股 50,993,657.89 0 100.00% 回购股份所致

2.合并年初到本报告期末利润表主要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145,416.20 30,145.00 -582.39% 手续费支出同比减少

其他收益 1,525.46 0 100.00%

下属子公司符合服务业进项税加

计扣除优惠政策

投资收益

4,026,302.99 2,921,782.00 37.80%

投资参股公司实现投资收益同比

增加

其中：对联营企业

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信用减值损失（损

失以“-” 号填列）

-90,612.11 -156,513.00 42.11%

应收款收回， 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转回

资产处置收益（损

失以“-” 号填列）

-34,165.09 -16,838.00 -102.90% 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4,058,225.00 2,774,791.00 46.25% 收到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营业外支出 142,550.00 11,000.00 1195.91% 对外捐赠支出同比增加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的其他综合收

益的税后净额

-43,973.09 -64,606.00 31.94% 持有天津银行股票股价波动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幅度 原因说明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3,839,

062.38

2,679,

800.00

43.26% 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19,185,

571.64

10,266,

703.00

86.87% 新开店面增加装修、设备投入，空港项目建设投入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0.00

3,822,

460.00

-100.00% 上期发生参股企业股权收购款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4,195,

093.52

0.00 100.00% 收购天津市王记麻花有限公司100%股权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50,993,

657.89

0.00 100.00% 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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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监事张维淳辞职。 2019年07月18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5）

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关

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的

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

变更。

2019年08月23日

巨潮资讯网《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巨潮资讯网《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巨潮资讯网《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40）

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2019年09月30日

巨潮资讯网《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巨潮资讯网《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46）

部分募投项目调整并延期。 2019年09月30日

巨潮资讯网《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

巨潮资讯网《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5）

巨潮资讯网《关于部分募投项目调整

并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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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30,

400.00

-58,630.79 114,937.44 0.00 0.00

114,

937.44

145,

337.44

自有资金

合计

30,

400.00

-58,630.79 114,937.44 0.00 0.00

114,

937.44

145,

337.44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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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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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7,800 37,8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9,000 9,000 0

合计 46,800 46,8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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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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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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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10

月22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0月16日通过专

人送达、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 公司董事共9人，实际出席的董事为9人，其中以通讯表

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为3人，分别为周峰、马洪涛、史岳臣。会议由董事长吴宏主持，公司监事会主席、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补充修订〈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补充修订是结合经营管理实际需要，对现行会计政策进行的完善，能够更加

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经营活动和

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补充修订会计政策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此发表的明确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以及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的明确意见。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对《审计委员会

工作细则》第八条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原第八条中“公司应当依据公司规模、生产经营特点及有关规定，

配置专职人员从事内部审计工作，且专职人员应当不少于3人。” ，现修订为：“公司应当依据公司规模、生

产经营特点及有关规定，配置专职人员从事内部审计工作，且专职人员应当不少于2人。 ” 。

表决结果：赞成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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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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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10

月22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用现场和通讯结合的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10月16日通过专

人送达、电话、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公司监事共4人，实际出席的监事为4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

式出席会议的监事为庞文魁。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丽主持，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补充修订〈会计政策〉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补充修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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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同意公司补充修订会计政策。

表决结果：赞成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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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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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4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备查文件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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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补充修订会计政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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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修订〈会计政策〉的议案》。 本次《会计

政策》修订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公告如下：

一、本次补充修订会计政策的概述

1.修订原因及内容

由于公司下属孙公司天津市王记麻花有限公司拥有一项非专利技术（专有技术）形成的无形资产，

考虑到经营管理实际需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补充修订《会计政策》。 《会计政策》原6.1.16条无

形资产增加：

“6.1.16.4非专利技术（专有技术）

按初始可计量成本入账，并按照预计使用年限10年平均分摊。 ”

后续条款编码顺延。

2.修订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会计政策》其余内容不变，仍按照财政部颁布的各项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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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修订的时间

本次修订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调整是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对现行《会计政策》的优化，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

关财务指标，不涉及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修订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补充修订是结合经营管理实际需要，对现行会计政策进行的完善，能够更加

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以前年度的经营活动和

财务报表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本次补充修订会计政策是依据公司经营实际需要，调整后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

本次会计政策修订。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的补充修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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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同意公司补充修订会计政策。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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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弘 宇 农 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证券代码：

002890

证券简称：弘宇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0

江 铃 汽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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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柳秋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铁成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建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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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41,641,802.57 638,377,245.08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36,225,704.58 530,157,464.50 1.14%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3,612,969.49 -0.80% 208,699,329.98 1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264,657.41 -58.44% 4,628,901.65 -8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10,610.76 -174.79% 111,616.41 -98.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819,545.87 -69.16% 8,302,699.43 82.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60.00% 0.07 -82.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60.00% 0.07 -82.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4% -0.35% 0.87%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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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618.55 固定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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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170.71 递延收益的财政补贴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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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7,977.15 银行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0,689.76 其他利得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7,170.93

合计 4,517,28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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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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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晓卿 境内自然人 28.59% 19,059,475 19,059,475

烟台同启投资

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42% 7,613,342 0

拉萨经济技术

开发区祥隆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75% 6,499,999 0

柳秋杰 境内自然人 3.00% 1,997,856 1,498,392

姜洪兴 境内自然人 2.98% 1,989,556 1,989,556

季俊生 境内自然人 2.92% 1,945,975 1,459,481

刘志鸿 境内自然人 2.53% 1,687,452 1,338,939

吕桂林 境内自然人 2.07% 1,381,675 1,125,731

圣地亚哥科技

（深圳）有限公

司

其他 1.99% 1,330,000 0

王军 境内自然人 1.87% 1,24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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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同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613,342 人民币普通股 7,613,342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有

限公司

6,499,999 人民币普通股 6,499,999

圣地亚哥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1,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0,000

王军 1,24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246,100

林玮 801,400 人民币普通股 801,400

陈川 561,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1,000

柳秋杰 499,464 人民币普通股 499,464

季俊生 486,494 人民币普通股 486,494

刘志鸿 348,513 人民币普通股 348,513

林旭燕 3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8,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于晓卿、烟台同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

有限公司、柳秋杰、季俊生、姜洪兴、刘志鸿、吕桂林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

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烟台同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7,613,342股；股东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有限公司

通过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6,499,999

股；王军通过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

246,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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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预付款项期末增加1,341,721.38元，比年初增加60.42%，主要是报告期材料采购预付货款增加所

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增加247,501.41元，比年初增加186.60%，主要是本报告期员工备用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期末减少238,363.92元，比年初减少34.78%，主要是本报告期应付款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增加2,077,331.00元，比年初增加100.00%，主要是报告期内设备的预付款增

加所致；

预收款项期末减少435,156.94元，比年初减少64.51%，主要是报告期客户预收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减少1,617,558.59元，比年初减少54.61%，主要是报告期末应交增值税及附加税比

上年年末减少所致；

（二）合并年初至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信用减值损失本期减少1,678,079.63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27.13%，主要是本报告期计提的信用减

值损失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本期减少16,812,306.6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3.55%，主要是本报告期财政补贴减少所

致；

所得税费用本期减少4,267,938.16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8.54%，主要是本报告期利润减少所致；

利息费用本期减少768,710.99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是本报告期已还清贷款所致；

利息收入本期减少143,728.3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9.84%，主要是本报告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减少

所致；

营业利润本期减少9,920,672.4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73.47%，主要是本报告期产品毛利率下降所

致；

利润总额本期减少26,729,757.17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5.07%，主要是本报告期产品毛利率下降以

及营业外收入减少所致；

净利润本期减少22,461,819.0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2.91%，主要是本报告期产品毛利率下降以及

营业外收入减少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本期减少22,461,819.01元，比上年同期减少82.91%，主要是本报告期净利润同比下

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本期增加79,119,024.1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6.64%，主要是本报

告期销售增长以及应收票据到期托收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减少25,371,137.92元，比上年同期减少99.09%，主要是本报

告期营业外收入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增加39,432,926.3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3.80%，主要是本报

告期原材料采购现汇结算付款比重增加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增加6,735,269.07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9.48%，主要是本报告期应交增值税

及附加税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增加3,743,121.9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2.09%，主要是本报告期

销售增长以及应收票据到期托收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增加240,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3.33%，主要是本报告期到期

收回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增加190,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2.61%，主要是本报告期购买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增加48,884,557.5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94.88%，主要是本报告

期收回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减少15,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是本报告期已偿

还所有借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本期减少25,000,000.0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是本报告期已偿

还所有借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本期减少4,545,154.18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

是上期分配股利及支付利息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增加14,545,154.18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0.00%，主要是本报

告期筹资活动没有发生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增加67,172,833.6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09.21%，主要是本报告

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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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35)，持公司股份的烟台同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计划在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7,5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1.25%。 本报告期处于烟台同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减持计划期间内，未减持。

公司于2019年8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重新论证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

延长建设周期的公告》，公司拟将募投项目“大马力拖拉机液压提升装置精细生产建设项目” 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2019�年 10月延期至2021�年 10�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事项 2019年06月20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5

募投项目建设周期调整 2019年08月22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关于重新论证首次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延长建设周期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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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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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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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5,000 15,000 0

合计 15,000 1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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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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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邱天高、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伟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谢万兆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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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840,343,745.00 23,396,529,475.00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507,642,202.00 10,384,497,513.00 1.1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6,686,321,

890.00

13.28%

20,408,275,

392.00

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811,433.00 198.65% 157,673,249.00 -2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7,462,442.00 176.95% -47,467,242.00 -237.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283,365,290.00 156.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198.65% 0.18 -27.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198.65% 0.18 -27.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5% 1.84% 1.51%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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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1,6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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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37,374.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7,499,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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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11,531.00

营业外收支净额 -1,038,378.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3,847,466.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205,140,49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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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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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713

其中A股：18,476；B股：5,237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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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03%

354,176,

000

0

质押 0

冻结 0

福特汽车公司 境外法人 32.00%

276,228,

394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72% 23,458,066 0

质押 0

冻结 0

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1% 13,019,610 0

质押 0

冻结 0

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98% 8,465,988 0

质押 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其他 0.91% 7,851,964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83% 7,186,600 0

质押 0

冻结 0

GAOLING�FUND,�L.P. 境外法人 0.63% 5,453,086 0

质押 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其他 0.61% 5,250,455 0

质押 0

冻结 0

JPMBLSA�RE�FTIF�TEMPLETON�

CHINA�FUND�GTI�5497

境外法人 0.61% 5,239,550 0

质押 0

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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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昌市江铃投资有限公司 354,1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4,176,

000

福特汽车公司 276,228,394 境内上市外资股 276,228,39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3,458,066 人民币普通股 23,458,066

上海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13,019,610 人民币普通股 13,019,610

嘉实环保低碳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465,988 人民币普通股 8,465,98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7,851,964 人民币普通股 7,851,96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186,600 人民币普通股 7,186,600

GAOLING�FUND,�L.P. 5,453,086 境内上市外资股 5,453,08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5,250,455 人民币普通股 5,250,455

JPMBLSA�RE�FTIF�TEMPLETON�CHINA�FUND�

GTI�5497

5,239,550 境内上市外资股 5,239,5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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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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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前三季度，公司销售了202,201辆整车，同比下降0.89%，包括67,371辆卡车，40,391辆皮

卡，38,697辆SUV，50,971辆轻型客车，以及4,771台整车散件出口。 销售收入204.08亿元，比去年同

期上升1.08%；净利润1.58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7.93%。

第三季度末应收票据较去年年末减少5.93亿元，下降比例为94.72%，主要是由于使用票据支付货款

增加及收到的票据减少。

前三季度销售费用同比增加3.62亿元，增加比例为49.11%，主要是由于领界上市市场费用增加。

前三季度管理费用同比增加1.30亿元，增加比例为25.23%，主要是由于人员经济因素及领界商标使

用费增加。

前三季度净利润较去年同期下降0.61亿元，下降比例为27.93%，主要是由于销量结构变坏、为应对

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带来的变动促销投入增加以及公司在新产品、新技术及法规项目的支出所致。

前三季度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0.28亿元，下降比例为94.83%，主要是由于本期利润下降所致。

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35.72亿元，增加比例为156.07%，主要是由于支

付货款减少。

前三季度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3.41亿元，下降比例47.50%，主要是由于富山基

地建设投资增加。

前三季度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22.45亿元，增加比例为98.47%，主要是由于2018

年同期支付了2017年度中期特别派息。

前三季度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加54.76亿元，增加比例为103.58%，主要是由于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以及2018年同期支付了2017年度中期特别派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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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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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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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1日 实地调研 其他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年07月1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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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