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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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戴文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才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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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2,681,923.20 3,821,391,398.08 39.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98,490,166.04 3,024,532,480.75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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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4,232,291.56 516,227,149.33 6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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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3,885,807,864.95 3,265,881,596.83 1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4,167,246.49 487,183,676.14 2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92,401,959.28 475,018,402.24 24.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07 17.86 增加1.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1.06 1.19 -10.92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1.06 1.19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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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544.05 -778,1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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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38,789.17 27,723,1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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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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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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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0,117.29 1,693,4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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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7.98

所得税影响额 -4,062,037.30 -6,831,810.61

合计 14,314,325.11 21,765,2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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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 动 比 例

（%）

情况说明

营业收入 3,885,807,864.95 3,265,881,596.83 18.98

本期门店数量增加，营业

收入增长

营业成本 2,537,623,675.01 2,125,678,983.97 19.38

营业成本随营业收入增

长

销售费用 338,953,481.96 274,304,935.47 23.57

主要是随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

管理费用 198,057,027.63 196,895,166.32 0.59 变化不大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64,232,291.56 516,227,149.33 67.41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

增长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10,856,111.14 -639,624,968.15 58.04 本期对外投资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16,626,521.56 30,636,691.40 2,239.11 本期发行可转债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金

额较上期期

末变动比 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275,774,972.76 703,252,433.93 81.41 本期发行可转债

应收账款 10,965,168.99 4,506,730.57 143.31 本期应收款项增加

预付款项 310,588,364.23 116,012,677.61 167.72 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406,161,429.25 35,536,727.86 1,042.93 购买3.75亿结构性存款

长期股权投资 1,165,940,356.77 785,035,995.99 48.52 增加对外投资

在建工程 153,788,499.08 81,923,879.28 87.72 本期在建工程投入增加

应付债券 687,733,161.36 - 本期发行可转债

预收款项 166,400,891.77 120,229,074.37 38.40

本期预收加盟商货款增

加

其他权益工具 85,057,482.50 - 本期发行可转债

其他综合收益 4,906,271.03 1,881,735.89 160.73 本期外币折算差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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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戴文军

日期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

2019-073

债券代码：

113529

债券简称：绝味转债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3

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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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二十四号—食品制造》、《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

知》要求，现将 2019� 年1-3季度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2019年1-9月营业收入为3,885,807,864.95元，其中主营业务收入为3,799,290,423.90

元,占营业收入97.77%；其他业务收入为86,517,441.05元，占营业收入2.23%。

一、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产品 金额 占比

鲜货类产品 3,697,708,269.76 97.33%

其中：禽类制品 2,956,909,351.58 77.83%

其中：畜类产品 11,445,344.97 0.30%

其中：蔬菜产品 400,903,909.99 10.55%

其中：其他产品 328,449,663.22 8.65%

包装产品 7,738,779.31 0.20%

其他 51,761,495.26 1.36%

加盟商管理 42,081,879.57 1.11%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3,799,290,423.90 100.00%

二、主营业务收入分渠道：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行业 金额 占比

卤制食品销售 3,705,447,049.07 97.53%

加盟商管理 42,081,879.57 1.11%

其他 51,761,495.26 1.36%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3,799,290,423.90 100.00%

三、主营业务收入分地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金额 占比

西南地区 545,185,052.46 14.35%

西北地区 67,095,582.28 1.77%

华中地区 1,005,218,889.81 26.46%

华南地区 714,696,159.66 18.81%

华东地区 962,934,027.34 25.35%

华北地区 446,768,198.63 11.76%

新加坡、香港市场 57,392,513.72 1.51%

主营业务收入小计 3,799,290,423.90 100.00%

四、报告期经销商变动情况：

公司无经销商

五、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517

证券简称： 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

2019-074

债券代码：

113529

债券简称：绝味转债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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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9� 年 10月

13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 2019年 10�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戴文军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6人，实到 6人。 公

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9-075）号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审核意见：

根据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参与投资设立投资基金相关资料的审阅，并就相关事项向有关

人员进行了问询，我们认为，本次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战略

规划， 能够充分利用投资基金的资金优势以及专业投资机构的专业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提

高投资收益，实现公司产业链整合和产业扩张，创新业务模式，拓展公司业务领域，与公司现

有业务形成规模效应或者协同效应，有利于实现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

表决结果为：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

2019-075

债券代码：

113529

债券简称：绝味转债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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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3

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并于2019年10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张高飞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19年三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

（2019-075）号公告。

表决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517

证券简称：绝味食品 公告编号：

2019-076

债券代码：

113529

债券简称：绝味转债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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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湖南重熙累盛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以下简称“投资基金” ）

●投资金额：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2800万元人民币参与

设立投资基金。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风险提示：

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

因素影响，存在以下风险:

（1）基金未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以确保设立基金的风险；

（2）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投资标的的风险；

（3）存在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后标的企业不能实现预期效益

的风险。

公司对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将结合整体宏观经济走势，深入了

解和掌握行业发展方向，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设立、设立后的管理、 标的项目的甄选、投资的

实施过程以及投后管理的开展，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 险。

一、设立投资基金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拟与湖南香与韵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闫永波、湖南良师胜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湖南重熙累

盛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

与设立投资基金。

该基金目标规模为人民币3620万元，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额2800万元人

民币，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投资基金主要投资方向为各合伙人的战略产业及其周边产业相关项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1.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参

与设立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签署投资基金合伙

协议及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行使相关责任和权利。

2.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参与设立投资基金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基金管理人的基本情况

1.名称：长沙伍壹柒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大厦A栋17楼（集群注册）

4.法定代表人：彭惠

5.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9年01月02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A4Q7FHF8Y

8.经营范围：受托管理私募股权基金，从事投融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不得从事吸

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长沙伍壹柒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 登记备案情况：长沙伍壹柒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机构登记编码:P1070058。

三、投资基金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一

1.名称：湖南香与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向阳路1号金科时代中心3幢1203号（集群注册）

4.法定代表人：吴惠玲

5.注册资本：120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时间：2018年12月26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Q767D3R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湖南香与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合作方二

1.名称：闫永波

2.证件号码：412301***********10

3.地址：长沙市芙蓉区******

4.� 闫永波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利益安排，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三）合作方三

1.名称：湖南良师胜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住所：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向阳路1号金科时代中心3幢1203号（集群注册）

4.执行事务合伙人：湖南香与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成立时间：2019年1月17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MA4Q8DK20K

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贸

易咨询服务；数据资产咨询服务；商品信息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经济与商务咨询服务；企

业财务咨询服务（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咨询）；企业改制、IPO上市、新三板培育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湖南良师胜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四、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1.基金名称：湖南重熙累盛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

2.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大厦A栋17楼（集群注册）。

3.经营范围：从事非上市类股权投资活动及相关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以企业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准）。

4.管理模式：由长沙伍壹柒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资基金管理人，负责投资基

金的日常运营及投资管理服务工作。

5.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湖南香与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资基金的执行事务合

伙人。

6.主要管理人员：投资基金的主要管理人员彭惠，彭惠将担任执行事务合伙委派代表。

7.近一年经营状况：投资基金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暂无近一年经营状况的数据。

8.备案登记：投资基金完成设立后将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进行私募股权基金的备案

工作。

五、投资基金的主要内容

1.基金规模：总出资额为3620万元人民币。

2.认购金额：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额2800万元人民币，占投资基金认缴出

资总额的77.3481%。

3.基金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4.普通合伙人：湖南香与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出资105.3万元人民币。

5.有限合伙人：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2800万元人民币；闫永波114.7万元人民

币；湖南良师胜友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600万元人民币。

6.基金出资方式：以货币方式出资。

7.出资安排：各合伙人应根据普通合伙人的缴付出资通知缴付。 普通合伙人要求缴付出资

款时，应向有限合伙人发出缴付出资通知，缴付出资通知应列明该有限合伙人的缴付出资数额

和最后付款日（“付款日” ），缴付出资通知应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向有限合伙人发出。 该有限

合伙人应于付款日或之前按照通知要求将该出资款足额缴付至普通合伙人指定的合伙企业银

行账户。 普通合伙人在收到全体有限合伙人全额认缴出资款后，十个工作日内应宣布交割，该

宣布日即为首次交割日。 各方同意，最迟不应晚于合伙企业成立后三个月内完成首次交割。

8.合伙期限：合伙期限为7年，自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合伙企业作为私募

基金的运营期限自基金首笔实缴出资到账日起算，至退出期届满之日止（“基金运营期限” ）。

自基金首笔实缴出资到账日起算的第三个周年（每个周年年度视为365天，下同）届满的前一

天止为投资期（“投资期” ）。

自投资期届满之次日起算的第二个周年届满的前一天止的期间为管理及退出期 （“退出

期” ，与“投资期” 合称为“基金运营期限” ）。 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普通合伙人可将基金运

营期限可延长两（2）次，每次延长不超过一（1）年，继续延长的，需重新提交合伙人会议讨论，

并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方可延长。

9.会计核算方式：以基金为会计核算主体，单独建账，独立核算，单独编制财务报告。

10.基金收益分配：

合伙企业因某一项目投资的处置产生的可分配现金应按照各合伙人在该项目投资中的投

资成本分摊比例在全体合伙人之间进行划分，并将划分给普通合伙人的分配给普通合伙人，划

分给每一其他有限合伙人的部分按照如下顺序在该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进一步分

配：首先，投资成本返还。 百分之一百（10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

的累计金额达到其就该项目投资承担的投资成本以及分摊的合伙费用。 分摊的合伙费用原则

上按以下方式计算，在作出该次分配时该有限合伙人已经分担的合伙费用（计入投资成本的部

分除外）×该有限合伙人在该项目投资中分摊的投资成本占该有限合伙人就其参与的全部项

目投资分摊的投资成本总额的比例而得的金额； 其次， 优先回报。 如有余额， 则百分之一百

（10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直至其就上述金额获得按照每年百分之八（8%）的内部收益率

（单利）计算所得的优先回报（“优先回报” ），优先回报的计算期间为该有限合伙人相应实缴

出资被实际使用之日起至该有限合伙人收回该部分出资之日止；最后，80/20分配。 如有余额，

则 (a)百分之八十（80%）分配给该有限合伙人，(b)百分之二十（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六、投资基金的管理模式

合伙企业委托长沙伍壹柒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向合伙企业提供日常运

营及投资管理服务。 普通合伙人有权代表合伙企业与管理人签订管理协议，该等管理协议中涉

及的与合伙企业的管理或运营相关的约定应与协议一致。

管理人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 （“投委会” ）， 对项目投资的投资及退出进行审核并作出最

终决策。 投委会委员共三（3）人，其中，普通合伙人委派一（1）名委员，有限合伙人深圳网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派一（1）名委员，管理人委派一（1）名委员。 投委会主席由普通合伙人委派

的委员担任。 投委会会议的决议应经三分之二（2/3）及以上投委会委员（应包括投委会主席）

投票同意方可通过。

七、投资基金的管理费用

合伙企业按照如下约定承担和支付管理费

(1)� 投资期内，合伙企业每周年每一有限合伙人应支付的管理费为该有限合伙人于该周年

首个工作日的认缴出资额的1%。

(2)� 投资期结束后，合伙企业每周年就每一有限合伙人应支付的管理费为该有限合伙人分

担的合伙企业账面记载的于该周年首个工作日合伙企业尚未变现项目投资的投资成本之和的

1%。

(3)� 若合伙企业存在延长期，则合伙企业每周年就每一有限合伙人应支付的管理费为该有

限合伙人分担的合伙企业账面记载的于该周年首个工作日合伙企业尚未变现项目投资的投资

成本之和的0.5%。

八、投资基金的投资模式

投资基金对外投资标的以股权投资、与股权相关的投资及其他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进

行投资。

九、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网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参与设立投资基金，在保证主营业务

发展的前提下，借鉴合作方的专业投资并购经验，充分利用投资基金的资金优势以及专业投资

机构的专业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提高投资收益，实现公司产业链整合和产业扩张，创新业务

模式，拓展公司业务领域，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规模效应或者协同效应，有利于实现公司持续、

健康、稳定发展

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投资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到经济环境、行业周期、投资标的经营管理、交易方案等多种

因素影响，存在以下风险:

（1）基金未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以确保设立基金的风险；

（2）存在未能寻求到合适的并购标的的风险；

（3）存在因决策失误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后标的企业不能实现预期效益

的风险。

公司对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有充分的认识，将结合整体宏观经济走势，深入

了解和掌握行业发展方向，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设立、设立后的管理、 标的项目的甄选、投

资、并购标的的实施过程以及投后管理的开展，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十一、 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拟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独立意见。

后续相关事宜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

业务指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绝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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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郝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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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4,413,937.47 6,159,916,472.56 1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47,133,520.13 3,034,436,212.63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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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846,237.26 398,823,345.40 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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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营业收入 6,169,975,679.61 5,625,038,884.27 9.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0,302,559.12 233,625,655.67 24.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80,119,134.99 219,285,836.72 27.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6 9.35 增加0.0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9 16.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49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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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531.63 -305,43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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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37,264.83 13,285,67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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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319.15 1,270,49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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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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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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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99.74 659,5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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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0,897.76 -2,619,810.13

所得税影响额 -717,943.42 -2,107,091.14

合计 2,956,310.91 10,183,42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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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幅度（%）

应收票据 288,281,633.34 157,213,408.39 83.37

其他流动资产 40,168,185.72 120,604,871.09 -66.69

在建工程 106,671,879.98 81,707,022.67 30.55

其他非流动资产 47,741,276.63 107,668,803.69 -55.66

预收款项 157,264,003.25 81,074,376.44 93.97

应付职工薪酬 138,583,194.44 70,093,473.49 97.71

应交税费 71,681,126.44 51,531,686.73 39.1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7,793,960.38 28,202,285.72 636.80

长期借款 612,732,755.00 896,915,182.21 -31.68

其他综合收益 3,099,647.47 -23,295,100.91 -113.31

注：

1）应收票据期末比期初增加1.31亿元，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客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2）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8,043.67万元，主要原因是期末购买理财资金余额比期初减

少所致。

3）在建工程期末比期初增加2,496.49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生产线投资支出增加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比期初减少5,992.75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的设备款减少所致。

5）预收账款期末比期初增加7,618.96万元，主要原因是下属公司收到代购工装预收款所致。

6）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增加6,848.97万元，主要原因是按进度计提尚未实际发放的绩效

工资所致。

7）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增加2,014.94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三季度应交所得税比期初增加所

致。

8）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比期初增加1.8亿元，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被重

分类到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9）长期借款期末比期初减少2.84亿元，主要原因是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被重分类到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比期初增加2,639.47万元，主要原因是汇率波动引起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变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前三季度（1-9月） 2018年前三季度（1-9月） 增减幅度（%）

财务费用 36,884,089.25 61,385,499.47 -39.91

投资收益 5,749,555.94 10,089,187.31 -43.01

资产减值损失（损

失以“－” 号填

列）

-25,705,955.12 1,126,458.29 -2,382.02

所得税费用 54,608,776.56 39,164,578.90 39.43

注：

1）财务费用本期同比减少2,450.14万元，主要原因是借款减少导致利息费用减少所致。

2）投资收益本期同比减少433.96万元，主要原因是权益法核算的合营企业利润同比下降所致。

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同比增加2,683.24万元，主要原因是计提国五停产项目产品及配件减值

损失所致。

4）所得税费用本期同比增加1,544.42万元，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同比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财务指标 2019年前三季度（1-9月） 2018年前三季度（1-9月）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5,846,237.26 398,823,345.40 54.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258,433.33 -487,984,577.73 -52.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7,718,319.36 705,417,876.59 -142.20

注：

1）2019年1-9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6.16亿元，比上年同期多流入2.17亿元，主要原因

是本年部分货款结算周期影响所致。

2）2019年1-9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2.3亿元，比上年同期少流出2.58亿元，主要原因是

本年固定资产投资减少所致。

3）2019年1-9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0亿元， 主要原因是今年股东

分红现金多流出2.04亿元，另外去年收IPO募集资金多流入6.14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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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郝建

日期 2019年10月22日

证券代码：

603013

证券简称：亚普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7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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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2

日在公司会议室（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南路508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郝建先生

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董事章廷兵出差，委托董事王炜代为表决。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24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19-029）。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

案》。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防止大股东占用资金管理办

法〉的议案》。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的议

案》。

三、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013

证券简称：亚普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8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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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2

日在公司会议室（江苏省扬州市扬子江南路508号）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俊

喜先生主持。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其中翟俊出差，委托李俊喜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详见刊登于2019年10月24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19-029）。

2、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防止大股东占用资金管理办

法〉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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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3013

公司简称：亚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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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绝味转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