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0

■ 2019年10月25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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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赖伟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云春雨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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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0,677,164,847.09 8,349,143,939.54 8,651,181,722.03 2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69,026,470.43 3,047,702,515.13 3,175,424,358.71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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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7,767,689.84 15.68% 6,281,999,542.96 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9,843,978.35 234.43% 497,447,856.88 11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18,622,851.35 266.22% 440,614,642.79 118.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91,858,944.03 120.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14 234.88% 0.4773 113.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73 224.81% 0.4613 113.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79% 4.40% 14.81% 6.8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1、根据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及2018年9月7日发布的《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的要求，公司在编制

利润表时，将原作为营业收入列报的代扣代缴税金手续费返还，变更作为其他收益列报；编制现金流量

表时，将原作为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列报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变更作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公司相

应追溯调整了比较数据。 该变更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无影响。

2、公司于2018年12月10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起采用财政部2017年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因此本报告期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及〈新金融工

具准则〉追溯调整了2018年1-9月财务报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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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449.02 固定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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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31,938.62 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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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52.45 收购创维群欣安防55%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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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9,907.55 远期外汇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18,602.35 其他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7,970,252.65 所得税影响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47,585.2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合计 56,833,21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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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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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20% 584,548,508 0 质押 524,548,508

施驰 境外自然人 3.47% 36,770,524 27,577,893

谢雄清 境内自然人 2.69% 28,528,051 0

林伟建 境内自然人 2.19% 23,218,131 0 质押 16,204,999

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09% 22,083,862 22,083,862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国有法人 2.07% 21,916,008 0

李普 境内自然人 1.29% 13,683,310 0

华夏证券广州营业部 其他 0.89% 9,400,000 0

汤燕 境外自然人 0.61% 6,507,500 0

龙伟玲 境内自然人 0.59% 6,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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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 584,548,508 人民币普通股 584,548,508

谢雄清 28,528,051 人民币普通股 28,528,051

林伟建 23,218,131 人民币普通股 23,218,131

遂宁兴业资产经营公司 21,916,008 人民币普通股 21,916,008

李普 13,683,310 人民币普通股 13,683,310

华夏证券广州营业部 9,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00,000

施驰 9,192,631 人民币普通股 9,192,631

汤燕 6,507,5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7,500

龙伟玲 6,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00,000

吴社珍 5,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与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同为创维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为法定一致行动人。②林伟

建原为鹰潭市鹏盛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林伟敬原为鹰潭市鹏盛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谢雄清原为鹰潭市鹏

盛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林伟建、林伟敬与谢雄清为亲属关系。 鹰潭市鹏盛投资有限公司、林伟建、谢雄清、

林伟敬为法定一致行动人关系。③施驰是公司董事、总经理，汤燕为其配偶为法定一致行动人。④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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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9月30日，谢雄清合计持有公司28,528,051股，其中28,528,051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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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9年1月1日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157,905,488.91 1,041,471,182.71 107.20%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募集资金净额10.31亿元

交易性金融资产 17,592,606.09 - -

权益工具投资将于1年内收回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以及未交割的远期外汇公允价值变动为收益， 确认交易

性金融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458,233.62 722,376.27 -36.57%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149,291,581.25 67,712,932.41 120.48% 增值税留抵税额增加

长期应收款 187,676.16 361,556.88 -48.09% 长期应收款收回导致减少

长期股权投资 112,268,189.16 12,829,685.99 775.07% 投资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支付1亿元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12,925,000.00 -100.00% 权益工具投资将于1年内收回重分类至交易性金融资产

开发支出 5,386,835.71 - - 新增尚未结项的开发项目支出

短期借款 1,189,187,528.52 537,394,777.75 121.29%

基于对冲美元资产、 减少汇率波动对公司损益产生影响

而增加美元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 2,704,321.16 -100.00%

本报告期末未交割的远期外汇公允价值变动为收益，确

认交易性金融资产

预收款项 674,850.59 499,209.29 35.18% 预收租赁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23,001,017.12 93,979,364.32 30.88% 生产及销售规模扩大导致薪酬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3,165,088.16 205,982,466.65 -93.61% 偿还到期银行借款

其他流动负债 53,230,402.05 102,837,846.15 -48.24% 偿还关联公司借款

应付债券 912,593,307.28 -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租赁负债 11,018,750.38 17,410,649.40 -36.71% 支付租金导致租赁负债减少

其他权益工具 140,254,263.10 - -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其他综合收益 -47,372,329.98 -23,535,339.19 -101.28% 汇率变化，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变化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28,333,584.19 17,448,201.84 62.39% 缴纳的增值税增加导致附加税增加

研发费用 344,038,153.12 252,966,005.56 36.00% 加大新产品、新业务研发投入

财务费用 8,149,365.04 18,600,415.18 -56.19% 汇率变化产生汇兑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

列）

8,108,759.69 15,847.90 51066.15% 远期外汇交割收益增加以及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失以

“－” 号填列）

11,824,651.03 8,788,140.81 34.55% 远期外汇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6,788,048.09 4,324,611.78 56.96% 非经营性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3,214,799.14 2,141,609.73 50.11% 非经营性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56,811,319.93 -22,812,238.19 349.04% 利润总额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858,944.03 -444,377,421.78 120.67% 销售回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5,902,663.38 -75,217,981.54 -160.45% 投资创维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支付1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5,583,795.46 217,695,800.21 444.61%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收到募集资金净额10.3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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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17年8月1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议案》、

《关于〈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7年8月31

日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7年9月4日，经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金额进行调整的相关议案。 2018年8月2日，第十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2018年8月22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相关事项有效期的议案》。 中国证监会于2018年12月5日核发《关于核准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913号），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10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9年3月27日公司发布《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会后重大事项的承诺函》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会后重大事项的核查意见》。 2019年4月10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4月11日发布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等相关内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创维

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发行保荐书。 2019年4月15日，公司公开发行1,040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 用于机顶盒与接入终端系列产品智能化升级扩建项目和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升级

扩建项目，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4,000.00万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及其他

发行费用人民币871.36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03,128.64万元。 2019年5月16日创维数字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简称 “创维转债” ， 证券代码

“127013” 。 2019年5月23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创维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9）》，维持创维数字主体信用级别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创维数字股份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信用级别AA。 2019年10月21日，“创维转债” 进入转股期。

（二）公司于2019年9月5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对香港全资子公司才智商店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创维

数字技术有限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300,000,000元（或等值外币）对香港全资子公司才智商店

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才智商店的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300,008,833元（或等值外币），公司全资子公

司深圳创维数字对才智商店的持股比例仍为100%。 本次交易需经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深圳市商

务局备案通过后实施，公司将根据有关的后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三）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公司与创维财务公司签署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协议》。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创维财务公司在

经营范围内将向公司提供一系列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综合授信、存贷款服务、结算服务及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创维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综合授信余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7亿元

（该额度在批准期限内循环使用），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规定执行，并在同等条件下不高于

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贷款的贷款利率； 存款限额为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日

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 存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利率。 截至2019年9月

30日，公司在创维财务公司的贷款余额为0万元，存款余额为12,201.11万元。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支付贷

款利息146.54万元。

（四）2016年，公司、才智商店有限公司与创维液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液晶科技” ）分别签

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之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创维液晶器件（深

圳）有限公司未完成2018年度业绩承诺，根据协议内容，2018年度液晶科技应对公司进行股份补偿，涉

及股份数量为13,971,152股， 同时液晶科技需返还公司2016年度现金分红股利1,536,826.72元 （含

税）。 截至2019年7月30日，公司已完成液晶科技应补偿股份13,971,152股的回购注销事项并收到液晶

科技返还的2016年度权益分派的现金红利1,536,826.72元（含税）。

（五） 公司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2019年9月11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已于2019年9月26日实施完

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

2017年08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年09月0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年09月0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7年1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年01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年05月1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年07月0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年08月03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8年12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3月2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4月1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4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4月1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4月17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4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4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5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5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7月12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10月15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创维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对香港全资

子公司才智商店有限公司增资的事项

2019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注销创维液晶器件（深圳）有限公司2018年度未完成

业绩承诺对应补偿股份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2019年03月26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4月24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08月01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 2019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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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资操作

方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

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1,

098.45

2018年 02月 12

日

2019年 01月 07

日

1,

098.45

1,

098.45

0.00%

-38.

95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267.99

2018年 10月 23

日

2019年 03月 11

日

267.99 267.99 0.00% -1.55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430.23

2018年 10月 23

日

2019年 04月 10

日

430.23 430.23 0.00%

-13.

2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502.95

2018年 10月 23

日

2019年 05月 10

日

502.95 502.95 0.00% -6.38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1,147.4

2018年 10月 23

日

2019年 06月 10

日

1,147.4 1,147.4 0.00% 35.9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1,

153.58

2018年 10月 23

日

2019年 07月 10

日

1,

153.58

1,

153.58

0.00%

-18.

31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1,

161.29

2018年 10月 23

日

2019年 08月 12

日

1,

161.29

1,

161.29

0.00% 72.29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1,

165.92

2018年 10月 23

日

2019年 09月 10

日

1,

165.92

1,

165.92

0.00% 24.06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692.85

2018年 11月 09

日

2019年 08月 12

日

692.85 692.85 0.00% 41.75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695.31

2018年 11月 09

日

2019年 09月 10

日

695.31 695.31 0.00% 14.08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1,

222.44

2018年 11月 09

日

2019年 10月 10

日

1,

222.44

1,

222.4

4

0.34% 65.34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1,

842.51

2018年 11月 09

日

2019年 11月 12

日

1,

842.51

1,

842.5

1

0.52% 99.88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2,

161.15

2018年 11月 09

日

2019年 12月 10

日

2,

161.15

2,

161.1

5

0.61%

118.4

9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439.35

2019年 02月 28

日

2019年 05月 10

日

439.35 439.35 0.00% 3.24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分

行

无 否 远期外汇 440.8

2019年 02月 28

日

2019年 06月 10

日

440.8 440.8 0.00% 20.23

渣打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远期外汇

1,

817.66

2019年 07月 19

日

2020年 01月 10

日

1,

817.66

1,

817.6

6

0.51% 87.85

渣打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远期外汇 1,521.4

2019年 07月 19

日

2020年 02月 10

日

1,521.4

1,

521.4

0.43% 78.67

渣打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远期外汇

1,

222.22

2019年 07月 19

日

2020年 03月 10

日

1,

222.22

1,

222.2

2

0.34% 88.22

渣打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远期外汇

1,

227.11

2019年 07月 19

日

2020年 04月 14

日

1,

227.11

1,

227.1

1

0.34% 90.05

渣打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远期外汇

1,

109.59

2019年 07月 19

日

2020年 06月 10

日

1,

109.59

1,

109.5

9

0.31%

132.2

3

渣打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远期外汇

1,

280.98

2019年 07月 19

日

2020年 07月 10

日

1,

280.98

1,

280.9

8

0.36%

109.7

6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945.09

2019年 01月 01

日

2019年 01月 17

日

945.09 945.09 0.00% 10.1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945.09

2019年 01月 01

日

2019年 02月 12

日

945.09 945.09 0.00% 3.2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756.07

2019年 01月 01

日

2019年 02月 28

日

756.07 756.07 0.00% 8.14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756.07

2019年 01月 01

日

2019年 03月 04

日

756.07 756.07 0.00% 8.55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756.07

2019年 01月 02

日

2019年 03月 27

日

756.07 756.07 0.00% 9.46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4月 03

日

378.04 378.04 0.00% 11.89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4月 17

日

378.04 378.04 0.00% 12.32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5月 03

日

378.04 378.04 0.00% 13.07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5月 17

日

378.04 378.04 0.00% 16.54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6月 03

日

378.04 378.04 0.00% 17.15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6月 17

日

378.04 378.04 0.00% 16.29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7月 03

日

378.04 378.04 0.00% 10.11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7月 17

日

378.04 378.04 0.00% 10.58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8月 02

日

378.04 378.04 0.00% 11.12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8月 16

日

378.04 378.04 0.00% 20.03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9月 03

日

378.04 378.04 0.00% 20.59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09月 17

日

378.04 378.04 0.00% 23.97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10月 03

日

378.04

378.0

4

0.11% 30.15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10月 17

日

378.04

378.0

4

0.11% 30.25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11月 04

日

378.04

378.0

4

0.11% 30.38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11月 18

日

378.04

378.0

4

0.11% 30.43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12月 03

日

378.04

378.0

4

0.11% 30.53

Raiffeisenlan-

desbank�

Niederosterre-

ich-Wien

无 否 远期外汇 378.04

2019年 01月 11

日

2019年 12月 17

日

378.04

378.0

4

0.11% 30.62

合计

33,

564.29

-- --

13,

542.07

20,

022.22

17,

890.99

15,

673.3

4.42%

1,

409.1

2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年03月26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

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

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分析：公司不进行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远期外汇交易，所有远期外汇交易行为均以正

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具体经营业务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可以在汇率发生

大幅波动时，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的影响，使公司专注于生产经营，但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也可能存在一定的

风险： ①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银行远期结汇汇率报价可能低于公司对客户报价汇率，

使公司无法按照对客户报价汇率进行锁定,造成汇兑损失。 ②内部控制风险：远期外汇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

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③客户违约风险：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货款无法在预测的

回款期内收回，会造成远期结汇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失。④回款预测风险：进出口部门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

进行回款预测，实际执行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订单，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导致远期结汇延期交割风险。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风险应对：①公司制订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对业务操作原则、审批

权限和职责范围、内部操作流程、后续管理、信息隔离措施、信息披露和档案管理等做出明确规定。 根据该制度，

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牵制制度，加强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及

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②公司财

务部作为外汇远期交易业务的日常主管机构，并设置了相应的专业岗位，由财务总监牵头负责该业务，按照《远

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业务操作，使得制度能够有效执行。 参与远期外汇业务的人员都已充分理

解远期外汇业务的特点及风险，严格执行衍生品业务的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③严格控制外汇远期交易的资金

规模，外汇远期交易必须基于经营部门制订的外币收款及付款计划，严格按照公司《远期外汇交易业务内部控制

制度》中规定权限下达操作指令，根据规定进行审批后，方可进行操作。严格禁止任何金额的单向、存在风险敞口

的远期外汇交易行为。 ④公司拟进行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行为是以防范和规避汇率风险为目的，公司董事会提

出具体的风险控制要求，且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会定期、不定期对实际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

情况进行核查。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

价值变动的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

设定

本公司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核算主要是报告期本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远期结售汇交易未到期合同，根据金融机构

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日未到期远期结售汇合同报价与合约约定的远期汇价的差异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负债，

相应确认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

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无。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

的专项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通过利用合理的金融工具锁定交易成本，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的远

期外汇交易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并且公司内部建立了相应的监控机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发展状况和金融趋势、汇率波动预期以及公司的业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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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4日 其他 机构 请见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7月1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请见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7月1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请见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8月0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请见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9月1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请见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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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旭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潘小春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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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76,588,538.66 8,415,360,218.96 7.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55,038,491.47 3,689,132,152.80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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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3,226,259.11 14.39% 5,649,151,420.76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2,421,209.41 6.48% 402,590,93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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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201,082.46 -4.28% 358,608,774.93 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557,289,391.41 23.1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72 6.64% 0.5634 9.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72 6.64% 0.5634 9.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5% -0.10% 10.38%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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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543.27 主要系固定资产处置及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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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532,666.75 政府补助及奖励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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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86,561.93

主要系江西新金叶套期保值业务平仓、

持仓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654,973.81 主要系江西新金叶业绩承诺补偿金等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651,234.4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3,410,259.84

合计 43,982,164.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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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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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45% 231,907,628 23,881,773 质押 162,230,000

赵雪莉 境内自然人 5.58% 39,898,688 0 质押 29,900,000

曹永明 境内自然人 4.90% 35,000,000 0 质押 28,500,000

长信基金－浦发银

行 － 五 矿 国 际 信

托－五矿信托－聚

富投资单一资金信

托

其他 3.21% 22,966,502 0

上海裕灏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裕灏金

苹果6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97% 21,237,872 0

邱永平 境内自然人 2.90% 20,707,954 20,707,954 质押 16,500,00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沪港深

新起点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2.79% 19,928,375 0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5% 14,674,151 0 质押 12,70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 司 － 云 信 智 兴

2017－118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67% 11,931,034 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

公 司 － 云 信 智 兴

2017－116号单一资

金信托

其他 1.67% 11,93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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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8,025,855 人民币普通股 208,025,855

赵雪莉 39,898,688 人民币普通股 39,898,688

曹永明 3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五矿国际信托－五

矿信托－聚富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22,966,502 人民币普通股 22,966,502

上海裕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裕灏金苹果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1,237,872 人民币普通股 21,237,87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沪港深新起

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928,375 人民币普通股 19,928,375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14,674,151 人民币普通股 14,674,15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智兴2017－

118号单一资金信托

11,931,034 人民币普通股 11,931,034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信智兴2017－

116号单一资金信托

11,931,034 人民币普通股 11,931,034

长安基金－杭州银行－云南国际信托－云

信智兴2017－513号单一资金信托

11,862,072 人民币普通股 11,86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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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期末， 上海裕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裕灏金苹果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持有公司股票21,237,872股

（其中，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1,237,872股）。 本报告期内，上海裕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裕灏金苹果6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增持公司股票15,904,129股（其中，通过信用账户增持15,904,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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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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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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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圆环保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环保发

展” ）与安徽海中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中环保” ）于2019年07月15日签署了《股权合作协

议》，双方共同对三明南方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明南方” ）增资5,000万元，其中金圆

环保发展增资2,900万元，海中环保增资2,100万元。本次增资前，三明南方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公司

持有三明南方100%股权；本次增资后，三明南方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公司持有三明南方65%股权，海

中环保持有三明南方35%股权。

2、2019年08月06日，公司子公司安康市金圆旋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康金圆” ，为水

泥窑协同处置项目）环评报告获得陕西省生态环境厅批复（陕环评批复[2019]34号），核准处置规模5万

吨/年。

3、2019年09月25日，公司子公司河源金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源环保” ，为水泥窑协

同处置项目）取得了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核发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编号：441625190925），核准处

置规模为7.58万吨/年。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对《环保产业规划（纲要）》及公司组织架构进行了

调整优化，公司将开辟发展新材料产业，新设立新材

料事业部

2019年07月02日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环保产业

规划 （纲要） 及组织架构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8号）

实施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 2019年07月09日

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2018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公告》（2019-07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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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关系

是否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

资类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

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上海期货

交易所

否 否 套期保值 336.98

2019 年

01 月 01

日

2019 年

09 月 30

日

336.98

13,

923.77

12,431.7 1,829.06 0.45% 1,994.03

合计 336.98 -- -- 336.98

13,

923.77

12,431.7 1,829.06 0.45% 1,994.03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9年04月27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

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

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进行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的是锁定原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价格而进行套期保值的原则，不做投机性、

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对此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有严格的风险控制规定。 公司进行套期保值业务不以

投机为目的，主要为有效规避产品价格波动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风险： 1、市场风险及对

策 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在进行套期保值操作时，需要对价格走势做出合理有效

的预判。一旦价格预测发生偏离，可能会影响套期保值业务的效果。 公司严格执行已建立的《套期保值业务管理

制度》， 通过完善的内部控制决策程序形成对价格走势的合理判断； 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

配，严格控制套期保值头寸；公司交易团队严格按照审批确定后的套保方案进行操作，并由内控部进行审核和监

督，确保交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2、资金风险及对策 交易保证金制度逐日结算制度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资

金流动性风险，公司可能面临或出现未能及时补足交易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造成实际损失的风险。 公司将合理

调度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 3、信用风险及对策 交易

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违反合同的相关规定，取消合同，造成公司损失。 公司

将建立客户的信用管理体系，在交易前按公司合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程序对交易对方进行资信审查，确定交

易对方有能力履行相关合同。 4、技术风险及对策 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或缺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

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可能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公司将设立符合要求

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

价值变动的情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

设定

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的铜、镍、锡、黄金、白银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允价值依据伦敦lme金属交易所情况，结合上海期

货交易所相应合约的结算价或日间均价确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

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无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

的专项意见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利用期货市场开展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报告期内，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严格遵守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及《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操作过程合法、合规。 我们认为公司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作

为平抑产品价格波动的有效手段，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公司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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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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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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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1日

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6人，实际参与

表决的董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9-108号）。

二、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子公司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在业务开展期间，任一时点使

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投入保证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在此额度内，可循环操作投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2019-111号）。

三、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子公司金圆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在业务开展期间，任一时点投入

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在此额度内，可循环操作投入。

同意公司子公司江西汇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在业务开展期间，任一时

点投入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在此额度内，可循环操作投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2019-112号）。

四、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制订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制订《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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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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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1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

决的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

与会监事审议表决，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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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2019-108号）。

二、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

值业务的公告》（2019-111号）。

三、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

期保值业务的公告》（2019-112号）。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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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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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互助” ）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 本次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为优化公司信贷结构、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子公司青海互助开展境外融资业务，在境外筹集外

币资金满足运营发展需要。 为规避外汇市场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公司财务费

用波动，降低未来偿债风险，公司子公司青海互助拟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二、本次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概述

1．本次外汇套期保值的基本情况

（1）业务开展主体：青海互助金圆水泥有限公司。

（2）套期保值币种：美元。

（3）套期保值操作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主要使用公司的银行综合

授信额度及投入保证金进行交易，在业务开展期间，任一时点使用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及投入保证金合计

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在此额度内，可循环操作投入）。

（4）套期保值业务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5）交易衍生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远期结/购汇、外汇掉期、外汇互换业务及其他外汇衍生产品或

上述产品的组合。

（6）交易衍生品合同期限：与公司实际外币投融资业务期限相匹配，不超过公司审议通过的套期保

值业务期限。

（7）交易对手方：只与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具有相应业务经营资格的金融机

构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交易。

（8）授权事项：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实施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宜。

（9）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2．青海互助本次拟开展外汇套期业务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

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审慎、安全、有效的原则，以防范和降低汇率风险为目的，不进行

以投机或套利为目的的外汇交易。 但是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在汇率走势与公司判断汇率波动方向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公司锁定汇率后支

出的成本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公司损失。

2.内部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机制滞后于业

务发展而造成经营风险。

3.履约风险：在合约期限内合作金融机构出现倒闭、市场失灵等重大不可控风险情形，导致公司合约

到期时不能以合约价格交割原有外汇合约，即合约到期无法履约而带来的风险。

四、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制定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

审批权限、管理职责、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行为和风险进行了有

效规范和控制。 公司将严格按照《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规定进行操作，控制业务风险，保证制

度有效执行。

2、外汇套期保值以公司真实业务为基础、以减少或规避风险为目的，原则上选择产品清晰直观、具

有市场流动性的外汇套期保值产品。

3、密切关注国际外汇市场动态变化，加强对外汇市场、汇率变动的信息分析，当外汇市场发生重大

变化时，及时上报，积极应对，最大限度地减少汇兑损失。

4、开展外汇套期保值时，慎重选择与具有合法资格、实力和资信较强的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密切跟

踪相关法律法规，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五、本次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会计核算原则

公司及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行相应核

算和披露。

六、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规避国际融资的外汇市场风险， 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不利

影响，控制公司财务费用。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控制公司财务

费用，降低境外业务的汇率风险并提高公司抵御外汇市场波动的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在合法、审慎、具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原则下

进行外汇套期保值，目的是为了规避外汇市场的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同时，公司

已制定《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完善了相关业务审批流程，制定了合理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

具体原则。 我们认为，青海互助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子公司本次

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七、监事会意见

青海互助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规避和防范汇率波动风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公司已制定

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 青海互助开展外汇套

期保值业务，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外

汇套期保值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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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

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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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

值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子公司金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新材料” ）、江西汇盈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汇盈” ）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本次拟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

公司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避险机制，在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可以规避新材料业务

中采购原料、库存产品、销售产品因现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

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控制公司经营风险，实现公司稳健经营的目标。

二、本次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概述

1．本次商品期货套期保值的基本情况

（1）业务开展主体：①金圆新材料；②江西汇盈。

（2）套期保值操作额度：

①金圆新材料：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在业务开展期间，任一时点投入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5,

000万元，在此额度内，可循环操作投入）。

②江西汇盈：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在业务开展期间，任一时点投入保证金不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在此额度内，可循环操作投入）。

（3）套期保值业务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4）交易品种：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的铜、金、银、钯、铂、锡、镍、铅、锌等有色金属的标准期货

合约。

（5）授权事项：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负责实施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相关事宜。

（6）授权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

2．金圆新材料、江西汇盈本次拟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能面临的风险及对应的风险控制措施

金圆新材料、江西汇盈本次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遵循锁定原料采购价格、产品销售价格的原

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根据市场情况，充分利用期货市场

套期保值的避险机制，最大可能的规避采购原料、库存产品、销售产品因现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

带来的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控制公司经营风险，实现公司稳健经营的

目标。 但同时也可能面临一定的风险，公司根据可能面临的不同类别风险，审慎地制定了相关风险控制

措施：

1、市场风险及对策

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系统性风险，在进行套期保值操作时，一旦价格预测发生偏

离，可能会影响套期保值业务的效果。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严格执行已建立的《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通过完

善的内部控制决策程序形成对价格走势的合理判断；公司将套期保值业务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严格

控制套期保值头寸；公司交易团队严格按照审批确定后的套保方案进行操作，并由内控部进行审核和监

督，确保交易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2、资金风险及对策

交易保证金制度逐日结算制度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定的资金流动性风险， 公司可能面临或出现未

能及时补足交易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造成实际损失的风险。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将合理调度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

和使用保证金。

3、信用风险及对策

交易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违反合同的相关规定，取消合同，造

成公司损失。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将建立客户的信用管理体系，在交易前按公司合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程序

对交易对方进行资信审查，确定交易对方有能力履行相关合同。

4、技术风险及对策

由于无法控制或不可或缺的系统、网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

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可能会给公司造成损失。

风险控制措施：公司将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

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四、本次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会计核算原则

公司及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

保值》、《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商品期货保值业务进行相应核

算和披露。

五、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利用期货市场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有利于规避采购原料、库存产品、销售产品因现货市场价

格大幅波动给公司带来的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波动和平抑价格震荡的能力，控制公司经营风险，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公司《套期保

值业务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认为，公司子公司本次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符合其发展需求，

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

我们同意公司子公司本次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是为了规避和防范现货市场价格波动风险， 具有一定的

必要性。公司已制定了《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公司子公司本次开展商品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上述

套期保值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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