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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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燕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小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孙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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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569,316.31 434,331,745.49 -3.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8,328,030.10 -189,474,492.42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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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389,388.27 853.87% 73,842,583.26 2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35,301.68 57.99% -18,853,537.68 -12.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35,307.28 57.99% -17,471,798.00 -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938,200.87 512.23% -4,278,563.01 -141.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7 57.93% -0.1071 -12.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7 57.93% -0.1071 -12.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8% 13.30% -9.48%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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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42,319.58

主要系公司与济南泛洋有限公司

合同诉讼一案计提的诉讼赔偿款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0,579.90

合计 -1,381,739.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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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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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第五季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23% 14,487,000 / 冻结 14,487,000

张培峰 境内自然人 5.19% 9,143,134 4,571,567 质押 4,571,567

北京阳光融汇医

疗健康产业成长

投 资 管 理 中 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8,800,097 / / /

德建控股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87% 6,815,500 / / /

刘凤肖 境内自然人 3.36% 5,906,295 / / /

保成鼎盛国际贸

易（北京）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 5,280,000 5,280,000

吕本舟 境内自然人 1.66% 2,930,301 / / /

张正 境内自然人 1.26% 2,218,800 / / /

韩成 境内自然人 1.09% 1,918,100 / / /

王小雷 境内自然人 0.96% 1,690,2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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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 14,48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487,000

北京阳光融汇医疗健康产业成长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800,097 人民币普通股 8,800,097

德建控股有限公司 6,8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6,815,500

刘凤肖 5,906,295 人民币普通股 5,906,295

吕本舟 2,930,301 人民币普通股 2,930,301

张正 2,21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8,800

韩成 1,918,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8,100

王小雷 1,69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0,200

宫丽娟 1,497,695 人民币普通股 1,497,695

宋芬儿 1,457,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5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张培峰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9143134股表决权委托王健先生行使，张培峰先生与王健先生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王健先生实际控制保成鼎盛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王健先生与保成鼎盛国

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上述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也未知是否属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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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本期 年初/上期 差额 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59,254.59 3,738,201.39 -3,578,946.80 -95.74%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未将失控子公司屹立由纳

入合并范围所致。

应收账款

18,513,

646.13

49,358,444.06

-30,844,

797.93

-62.49%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未将失控子公司屹立由纳

入合并范围所致。

预付款项 109,474.32 1,134,720.32 -1,025,246.00 -90.35%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未将失控子公司屹立由纳

入合并范围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1,452,300.00

-31,452,

300.00

-100.00%

主要系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从而将该科目重分类

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8,552,

376.87

98,552,376.87 100.00%

主要系公司部分失控且无法实施重大影响的子

公司不再纳入合并从而从长期股权投资重分类

至该科目核算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至

该科目核算所致。

固定资产 375,223.32 1,218,680.06 -843,456.74 -69.21%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不再将失控子公司屹立由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应交税费

12,946,

914.74

22,542,096.36 -9,595,181.62 -42.57%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未将失控子公司屹立由纳

入合并范围所致。

营业成本

69,913,

438.29

49,787,825.00 20,125,613.29 40.42% 主要系公司开展煤炭贸易业务所致。

销售费用 6,788,658.46 -6,788,658.46 -100.00% 主要系本期相比上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管理费用 3,688,052.17 9,770,206.40 -6,082,154.23 -62.25% 主要系本期相比上期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投资收益

-2,885,

781.51

1,514,677.15 -4,400,458.66 -290.52%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未将失控子公司屹立由、

天津德棉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3,214,

398.29

1,435,423.33 -4,649,821.62 -323.93% 主要系本期计提减值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842,325.18 561.15 1,841,864.03 399406.71%

主要系公司因与济南泛洋有限公司合同诉讼一

案计提的诉讼赔偿款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278,

563.01

10,353,510.39

-14,632,

073.40

-141.32%

主要系公司本报告期未将失控子公司屹立由纳

入合并范围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00 -9,374,139.54 9,374,139.54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无对外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06,881.83 -4,963,357.45 8,970,239.28 -180.73% 主要系外部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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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进展公告》

公司股东大会于2015年8月11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2019年4月28日，公司第一大股东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

公司与公司及其子公司德州锦棉纺织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其自愿承接剩余欠

付款项的清偿支付义务。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

可生效。但该交易在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未获得表决通过。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共收到重大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53,852万元， 尚有27,722.87万元余款未能收回。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正在核查欠付款项相关各方的实际履约支付能力， 努力督促

相关各 方落实还款措施，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2019年09月30日

巨潮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公告编号：2019-L089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实施进展公告》

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与北京网数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维云创艺科技

有限公司签署《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协议》，拟通过支付现金的

方式购买网数通、维云创艺持有的屹立由100%的股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

支付给股权出让方股权收购款共计23,360万元， 占本次交易总交易额的95.28%；

根据屹立由2015-2017的年财务数据显示，屹立由未完成业绩承诺。

2019年09月30日

巨潮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公告编号：2019-L090

《立案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公司分别于 2016�年 10�月 31�日、2017年12月1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

知书》（编号鲁证调查字 2016020�号、稽查总队调查通字 171519�号），因公司信

息披露涉嫌违反证券法律规定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公司分别于2019�年 7�月

16�日、2019�年 8�月 13�日收到关于立案事项的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

【2019】89�号）和《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处罚字〔2019〕114�

号）。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行政处罚最

终决定。

2019年09月30日

巨潮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公告编号：2019-L091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2015年3月3日，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国际棉花协会于 2013�年 2�月 20�

日就来宝资源有限公司与公司关于 SC-815-NRPL�号、SC-822-NRPL�号布基纳

法索原棉买卖合同纠纷作出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和执行， 公司应向来宝资源有限

公司支付仲裁费用、639,545.57�美元及利息。 2019�年 10�月 11�日收到德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通知，公司债权人中粮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原公司名：来宝资源有限公

司）因公司经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所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不能清偿到

期债务，向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2019年10月12日

巨潮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

公告编号：2019-L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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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张培峰 担保承诺

本人督促德州市政府、德棉集团2017年

12月31日前履行资产出售剩余款项，并

为上述剩余款项的实际支付承担担保

责任

2017年 05

月18日

2017 年

12月31日

2018 年 4 月 25�

日，履行了部分

承诺，共支付了

5001�万元

浙江第五季

实业有限公

司

代付资产出

售款

因德棉集团未能按照本次纺织资产出售

付款安排的约定期限内全额支付交易对

价，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将通过自

筹资金、融资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代为

支付

2016年 08

月10日

2016年 8

月10日至

2016 年

12月31日

截止本报告期

末，此项承诺已

履行 20,420.44

万元

浙江第五季

实业有限公

司

担保承诺

2015年2月9日，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

司出具承诺：如因山东德棉集团未能按

照协议约定期限内全额支付，浙江第五

季实业有限公司将通过自筹资金、融资

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代为支付山东德棉

集团有限公司尚未支付本次出售资产的

交易对价的全部余款。 第五季将在代付

价款后，再向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追偿此代付款项。 为彻底解决凯瑞德

纺织资产出售事宜，浙江第五节实业有

限公司继续承诺：继续督促山东德棉集

团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

全部剩余交易款共计27723.61万元，并

继续为上述余款支付提供担保

2018年04

月25日

2018年 4

月25日至

2018 年

12月31日

截止本报告期

期末，此项承诺

已逾期尚未履

行

张培峰 担保承诺

2017年5月18日， 本人承诺对山东德棉

集团有限公司尚未支付的凯瑞德重大

纺织资产出售交易对价的全部余款进

行担保， 为彻底解决上述遗留问题，

2018年4月25日， 本人以应收凯瑞德款

项和现金代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支

付纺织资产出售对价款5000万元，同时

承诺将继续督促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

司及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于2018

年12月31日前支付余款、 兑现承诺，并

继续为上述余款的支付提供担保

2018年04

月25日

2018年 4

月25日至

2018 年

12月31日

截止本报告期

期末，此项承诺

已逾期尚未履

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王健 增持承诺

王健先生计划自 2019�年 5�月 28�日起

3�个月内， 由王健先生或其一致行动人

通过协议转让、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符

合法律的方式增持公司总股本3%的股

票

2019年 05

月28日

2019年 8

月28日

已履行完毕

张培峰 减持承诺

2018�年 6�月 24�日辞去公司董事长职

务，根据减持规定，张培峰先生自 2018�

年 6�月 24�日起 6�个月内不能减持持有

上市公司的股份，辞职后的半年后的十

二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额不得超过其持有

上市公司总股份数额的 50%

2018年 06

月24日

2019 年

12月24日

截止本报告披

露日，该承诺正

在履行中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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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培峰因承诺督促德州市政府、德棉集团2018年12月31日前履行资产出售剩余款项，并为上述剩余款项的实

际支付承担担保责任，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已履行部分承诺，共支付了 5001�万元 ，目前张培峰被关押；

2、第五季实业因承诺督促德州市政府、德棉集团2018年12月31日前履行资产出售剩余款项，并为上述剩余

款项的实际支付承担担保责任，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尚未履行承诺，经天眼查查询目前第五季实业涉及诉讼较多，

是最高人民法院公示的失信公司。 公司正在积极协调相关方履行款项支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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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

名称

与上市公

司的关系

违规担保

金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截至报告

期末违规

担保余额

占最近一

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比例

预计解除

方式

预计解除

金额

预计解除

时间（月

份）

创越能源

集团有限

公司

无关系 13,000 68.61%

违规信用

担保

/ 8,000 42.22%

被担保方

履行偿付

义务

/

新疆德棉

矿业有限

公司

参股公司 4,189.15 22.11%

违规信用

担保

/ 4,189.15 22.11%

被担保方

履行偿付

义务

/

新疆德棉

矿业有限

公司

参股公司 973 5.14%

违规信用

担保

/ 973 5.14%

被担保方

履行偿付

义务

/

第五季国

际投资控

股有限公

司

公司第一

大股东实

际控制人

控制的公

司

3,309.47 17.47%

违规信用

担保

/ 3,309.47 17.47%

被担保方

履行偿付

义务

/

合计 21,471.62 113.33% -- -- 16,471.62 86.9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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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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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李燕媚

二○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凯瑞 公告编号：

2019-L094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9年10月21日以现场加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近日以电子邮

件、电话和专人送达的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纪晓文先生召集

并住处，经与会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已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已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凯瑞 公告编号：

2019-L096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于2019年10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近日以直接送达或传真、电子

邮件送达）。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过与会监事认真

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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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

关公告。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9029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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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小翔、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任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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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798,000.36 959,171,948.45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28,859,793.09 698,014,925.84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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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93,755.17 -77,896,9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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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687,957.95 327,422,193.75 2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5,997,777.40 35,432,502.79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3,524,094.91 30,617,831.81 9.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05% 5.41% 减少0.3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0 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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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08.07 -14,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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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12.28 1,412,536.03 政府补助收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

益

499,287.67 1,666,958.90 委托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入和支出

-128,139.32 -157,771.46

所得税影响额 -245,541.93 -433,792.91

合计 134,910.63 2,473,68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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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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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小翔 15,754,984 9.00 15,754,984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惠明 13,317,781 7.61 13,317,781 无 境内自然人

吴其超 13,317,780 7.61 13,317,780 无 境内自然人

黄春生 13,317,781 7.61 13,317,781 无 境内自然人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4,129,400 2.36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3,441,212 1.97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钱晴芳 3,232,562 1.85 3,232,562 无 境内自然人

顾小平 2,379,588 1.36 2,379,588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健 2,221,446 1.27 2,221,446 无 境内自然人

李东平 2,142,384 1.22 2,142,38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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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日亚吴中国发创业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4,129,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9,400

苏州胡杨林丰益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41,212 人民币普通股 3,441,212

徐蓉 1,989,327 人民币普通股 1,989,327

嘉兴京隆恒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28,7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8,700

刘剑星 1,910,788 人民币普通股 1,910,788

范容珍 1,874,155 人民币普通股 1,874,155

王鹏飞 1,375,129 人民币普通股 1,375,129

任遵祥 1,124,675 人民币普通股 1,124,675

周玲 1,108,513 人民币普通股 1,108,513

齐明英 1,023,280 人民币普通股 1,023,2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吴小翔、王惠明、吴其超、黄春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所以上述四方构成了一致行动人。 吴

小翔、徐蓉为夫妻关系，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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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备注

货币资金 88,522,151.02 268,724,178.16 -67.06%

主要是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投资进

度款项支付影响

交易性金融资产 84,700,000.00 4,700,000.00 1702.13%

主要是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增加影

响

预付款项 20,500,274.30 11,133,251.46 84.14% 主要是基建预付款项增加影响

其他应收款 11,384,325.89 7,291,910.65 56.12%

主要是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支

付增加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5,450,000.00 16,000,000.00 184.06%

主要是吴中天凯汇达股权基金投

资进度款支付增加影响

在建工程 34,956,452.90 17,333,882.77 101.67% 主要是科教研发大楼建设影响

短期借款 20,000,000.00 主要是本年新增借款影响

应付票据 14,724,297.64 1,775,840.00 729.15% 主要是业务票据结算增加影响

应交税费 19,007,054.47 29,747,733.73 -36.11% 主要是年度税款缴纳影响

其他应付款 30,490,457.58 45,059,085.37 -32.33%

主要太仓检测股权进度款支付以

及限制性股票首期解锁影响

实收资本（或股本） 175,028,000.00 125,104,000.00 39.91% 主要是年度分配转增影响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幅度 备注

税金及附加 2,935,398.99 2,021,026.99 45.24% 主要是业务结算增加影响

财务费用 -115,992.44 -410,842.39 主要是新增贷款支付利息影响

投资收益 1,666,958.90 3,690,981.44 -54.84% 主要是理财利息减少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9,493,755.17 -77,896,944.29 主要是工程及服务回款增加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6,041,583.42 12,616,977.92 -1336.76%

主要是理财增加以及投资进度款

支付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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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小翔

日期 2019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

2019-092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

注销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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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购注销原因：回购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并注销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41,160 41,160 2019年10月25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8月5日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1

名激励对象已获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41,160股。本次回购注销事项董事会已经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 详见公司2019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2019-062�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已就此事项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公司

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并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详见公司2019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2019-063�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

票减少注册资本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截止公告日， 公司尚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前

清偿或提供担保的情况。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1、根据《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

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

（二）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非因前述第（一）项原因导致与公司解除与

激励对象劳动关系）而离职，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在情况发生之

日，对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本计划的规定

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

制性股票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激励对象陈永涛因已离职，其对应的已授出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应予以回

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1人，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1,160股；本次回购

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1,783,6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B882766805）。

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 2019年10月25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71,100,449 -41,160 71,059,289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3,968,711 103,968,711

股份合计 175,069,160 -41,160 175,028,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

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

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

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江苏九典律师事务所已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在2019年8月5日

出具了 《江苏九典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并注销已授出股权激励股票的法律意

见书》，法律意见书结论如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已根据《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了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相关程序，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及定价依据等符合《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

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3�日

证券代码：

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

2019-093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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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2日在公司南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

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董事长吴小翔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与会董事认真审阅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认为其与公司实际生

产经营状况相符，并同意对外报出。

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第三季度报告及

摘要。

本项议案投票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10月 23�日

证券代码：

603183

证券简称：建研院 公告编号：

2019-094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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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2日在公司南四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监事会主席陈健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与公司的实际生产经营状况相符。

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第三季度报告及

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公司代码：

603183

公司简称：建研院

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凯瑞 公告编号：

2019-L095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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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和献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庆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丽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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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0,700,048.16 2,715,052,348.94 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元）

2,536,376,095.39 2,433,897,021.79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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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5,110.98 10.39% 558,353,575.74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86,728,168.71 3.23% 184,773,658.66 -8.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85,019,703.68 3.09% 179,812,097.93 -8.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144,404,094.19 119.82% 236,084,005.07 12.05%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578 3.20% 0.3363 -8.9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578 3.20% 0.3363 -8.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48% -0.02% 7.42%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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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9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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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639.1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2,588.9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427,499.99 结构性存款利息

减：所得税影响额 847,010.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0,083.19

合计 4,961,56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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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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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玉龙雪山旅

游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15.73% 86,438,390

华邦生命健康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26% 78,370,500 质押 78,370,500

云南省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20% 50,563,500

丽江市玉龙雪山

景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1% 31,902,745

丽江摩西风情园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6,311,422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03% 5,655,910

赵冠杰 境内自然人 0.55% 3,000,000

珠江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

其他 0.47% 2,602,950

黄荣军 境内自然人 0.36% 1,970,900

珠江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高

其他 0.33% 1,83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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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玉龙雪山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86,438,390 人民币普通股 86,438,390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78,370,500 人民币普通股 78,370,500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563,500 人民币普通股 50,563,500

丽江市玉龙雪山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31,902,745 人民币普通股 31,902,745

丽江摩西风情园有限责任公司 6,311,422 人民币普通股 6,311,42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655,910 人民币普通股 5,655,910

赵冠杰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2,602,950 人民币普通股 2,602,950

黄荣军 1,97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970,900

珠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高 1,831,235 人民币普通股 1,831,2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邦健康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合计持有雪山公司54.36%的股权，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之规定，华邦健康与雪山公司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

间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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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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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769.94万元，增加幅度为109.32%，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旅行社票款增加所致。

2、其它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622.33万元，增加幅度为51.64%，主要原因是本期待抵扣进项税的增加所

致。

3、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655.09万元，减少幅度为70.34%，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预付工程款已结

算。

4、应付账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478.07万元，增加幅度为32.30%，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货款及观光车车费未结

算支付所致。

5、预收款项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增加了1,020.30万元，增加幅度为971.49%，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旅行社及电商平台

的预付款和押金增加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3,428.03万元，减少幅度为77.63%，主要原因是本期发放了上年度工资薪

金及奖金。

7、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比年初余额减少了95.20万元，减少幅度为100.00%，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轨道交通项目尾款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

1、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71.23万元，增加幅度为122.25%，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裸美乐公司开始运营比上年

同期减亏，观光车公司比上年同期利润增加所致。

2、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2.03万元，增加幅度为4,588.18%，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公司处置车辆所致。

3、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4.44万元，增加幅度为612.25%，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出台，公司

部分企业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导致其他收益增加。

4、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8.58万元，减少幅度为89.69%，其主要原因是由于上期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5、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60.17万元，减少幅度为70.08%，其主要原因是上期赞助市旅发委导游旅行社景区评

选表彰工作经费75万元。

6、少数股东损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432.44万元，增加幅度为210.08%，其主要原因是本期印象丽江业绩增幅较大，其

少数股东损益也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2019年1月-9月，收到的税费返还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1.58万元，减少幅度为99.81%，其主要原因是上期收到税局手

续费返还。

2、2019年1月-9月，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88.43万元，增加幅度为42.84%，其主要原因是由于

本期收到联营企业分红比上期多所致。

3、2019年1月-9月，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699.20万元，增加幅度

为68.75%，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支付香巴拉项目进度款及巴塘公司装修费所致。

4、2019年1月-9月，投资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218.80万元，减少幅度为100.00%，其主要原因是上期对外投

资丽江裸美乐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1,218.80万元。

5、2019年1月-9月，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9,000.00万元，减少幅度为100.00%，其主要原因是上期偿

还中期票据本金9,000.00万元。

6、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长7,871.18万元，增长119.82%，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龙腾公

司支付摩梭小镇履约保证金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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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16日,公司与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宁蒗县泸沽湖牛开地度

假村、里格精品度假村项目框架协议书》，为推进泸沽湖项目，公司在泸沽湖投资设立了全资子公司龙腾公司，具体情况

详见2016年2月2日披露的《关于泸沽湖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同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

龙腾公司与泸沽湖管委会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披露了《关于龙腾公司与泸沽湖

旅游开发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云南省政府泸沽湖现场调研后要求全面提升和完善泸沽湖景区规划，目前，泸沽

湖片区规划已经云南省城乡规划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通过,但因泸沽湖正在进行自然保护区总规修编，公司暂停牛开地

建设项目相关前期工作，龙腾公司与泸沽湖管委会下属的国有独资公司合资设立子公司尚未完成注册设立。

2、2018年6月15日，公司与宁蒗县人民政府签署了《宁蒗县泸沽湖摩梭小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公司、投资

合作伙伴拟合作共同投资，在泸沽湖景区竹地片区（泸沽湖西北侧，北侧毗邻格姆女神山，东临里格村）建设运营泸沽湖

摩梭小镇项目，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19日、2018年6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宁蒗县泸沽湖摩梭小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的公告》、关于签署宁蒗县泸沽湖摩梭

小镇建设项目投资意向协议书的补充公告》。 2018年8月9日，公司与宁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

理委员会（泸沽湖管理局）签署了《宁蒗县泸沽湖摩梭小镇项目投资开发协议》，具体情况详见2018年8月10日登载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摩梭小镇建设项目进展暨签署摩梭小镇

项目投资开发协议的公告》。 2019年2月19日摩梭小镇建项目发展总体规划获得省发改委批复，2019年3月18日，摩梭小镇

修建性详细规划通过省级专家评审，公司和泸沽湖管理局正在组织开展编制和办理项目选址意见书、立项审批、环境影响

评价等前期工作，目前已完成总规、可研、节能、水保、维稳等审批工作，正在开展样板区建设。

3、 2017年12月1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牦牛坪索道改扩建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对牦牛坪索道进行改扩建。 牦牛坪索道改扩建项目已经取得规划、环保、林业、国土等主管部门的12项批文。 目前在上报立

项核准，等待审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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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 20,000 0

合计 2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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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和献中

2019年9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