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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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潭爱、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春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袁亮亮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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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2,224,067.53 1,165,433,196.17 -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38,700,449.71 602,634,076.49 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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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863,166.55 -42.01% 412,825,651.70 -33.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947,818.32 69.22% -28,250,298.96 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71,321.39 70.51% -34,752,894.70 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9,280.58 -100.17% 14,050,850.11 -75.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6 69.23% -0.1690 3.8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6 69.23% -0.1690 3.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9% 0.22% -4.8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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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53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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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65,606.7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957.3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47,516.89

合计 6,502,59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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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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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潭爱 境内自然人 27.93% 46,690,300 46,618,800 质押 37,550,000

深圳高视伟业

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47% 10,822,600 10,822,600 质押 8,000,000

马刚 境内自然人 2.06% 3,451,000 2,588,250

游宗杰 境内自然人 1.95% 3,261,600 2,446,200

孙二花 境内自然人 1.60% 2,671,200 2,671,200

谌晓文 境内自然人 1.43% 2,394,500 1,795,875

刘丙宇 境内自然人 1.41% 2,359,600 1,769,700

刘玮 境内自然人 1.38% 2,310,800 1,733,100

赵木林 境内自然人 1.37% 2,282,300 1,711,725

陈帆 境内自然人 1.35% 2,260,000 1,6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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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长义 1,755,2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功田 1,2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马刚 862,750 人民币普通股

游宗杰 815,400 人民币普通股

湖南财富同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匡清华 702,000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李小波 611,200 人民币普通股

谌晓文 598,625 人民币普通股

刘丙宇 589,9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10名股东中刘潭爱与孙二花是夫妻关系。刘潭爱持有高视创投90.67%的股权，

并担任高视创投董事长兼总经理，游宗杰持有高视创投4.665%的股权，担任高视创投

董事，谌晓文持有高视创投4.665%的股权，担任高视创投董事。 刘潭爱、孙二花、高视

创投、游宗杰、谌晓文为法定一致行动人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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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率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18,211,050.98 45,910,439.64 -60.33%

本期减少主要系偿还银行贷款及支付外部采购款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12,500.73 1,054,701.97 -70.37% 技术服务费摊销所致

短期借款 59,099,816.00

101,814,

840.00

-41.95% 主要系银行贷款金额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 38,016,001.30 10,611,337.88 258.26% 因供应商银行承兑汇票结算金额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35,391,117.50 25,750,555.72 37.44% 预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38,854.55 9,443,344.68 -94.29%

下降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收入下降，应缴纳增值税

减少；另个税增加五项附加扣除导致税额下降

其他应付款 17,409,179.81 80,061,104.87 -78.26%

主要因为家居智能公司2018年未实现业绩承诺，根

据双方协议， 公司于2019年4月扣减了应付家居原

股东的股权转让款所致

资本公积

198,200,

575.03

134,020,

832.98

47.89%

因家居智能公司2018年未实现业绩承诺，公司于本

年度将原应付家居股东的股权转让款转列资本公

积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本年累计发生

额

上年同期发生

额

变动比率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412,825,

651.70

624,507,

890.42

-33.90%

下降主要原因：受经济低迷影响，总体市场需求变

弱，同行业间竞争更加激烈。1）境内受电信、移动等

运营商竞争影响，传统广电行业严重受挫，机顶盒

等产品销售明显下降；2）境外主要市场（印度）模

拟电视关停计划延后，数字升级推进缓慢，较严重

影响了公司相关产品的出口

营业成本

362,101,

218.01

531,308,

358.79

-31.85% 主要因为收入下降导致成本同比例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2,376,635.25 6,069,390.72 -60.84%

下降主要原因为本期缴纳增值税减少导致相应的

附加费下降

其他收益 9,161,317.98 5,888,566.08 55.58% 增加主要原因为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496,438.36

-11,489,

-108.79%

主要系库存减少、及收回部份长期逾期欠款，减值

损失相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486,110.41

营业外收入 701,543.64 3,367,471.52 -79.17%

上年同期较多原因主要为将部份确认无需支付的

供应商往来款转列至营业外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910,416.14 198,411.10 358.85% 主要是滞纳金、材料报废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名称

本年累计发生

额

上年同期发生

额

变动比率 变动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050,850.11 58,462,465.53 -75.97%

主要系本期销售额下降货款回收慢且支付采购款

项较多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32,721.85

-43,454,

816.93

89.57% 主要系固定资产投资相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079,

188.56

-74,037,

505.23

44.52% 主要系银行融资相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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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于2018年8月2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调查通知

书》（湘证监调查字0717号）。 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

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具体详见2018年8月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8-084），并于次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披露了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风险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86）。由于目前中国证监会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

关规定，每月披露一次风险性提示公告。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

意见或相关进展文件，如果收到相关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2015年6月，公司与工业信息化部签署了《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合同书》，项目名称为电子电路

用高频微波、高密度封装覆铜板、极薄铜箔（以下简称“覆铜板项目” ），项目正式验收通过后，公司可获

得国家第二笔专项资金人民币1,651万元。 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收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

2019年度工业强基工程实施方案验收评价结果（第一批）的通知》，公司负责的覆铜板项目通过工业和

信息化部的正式验收，详见2019年6月22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项目通过正式验收及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第二笔专项资金。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 2019年08月22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参股公司》（ 公

告编号：201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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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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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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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10日 其他 其他

“2019年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详见“全景·

路演天下 ” 网站（http://rs.p5w.

net）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潭爱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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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斯贝尔”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10月13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2019年10月23日，会议如期在公司郴州

产业园一栋第一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刘丙宇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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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 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

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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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高斯贝尔”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

知于2019年10月13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10月23

日，会议如期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潭爱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自然人廖金平共同出资设立中睿创新(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

终名称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其中公司以货币方式认缴102万元，持有51%股权；廖金平以货

币方式认缴98万元，持有49%股权。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三、关于公司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黎哲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四、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16号文”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

金融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号文及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将适用

于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

应调整，并按照规定的格式编制公司财务报表。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

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详见公

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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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了充分发挥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合资方客户资源、

技术资源等互补优势，拓展和创新业务领域，公司与自然人廖金平共同出资设立中睿创新(深圳)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中睿创新” ），其中公司以货币方

式认缴102万元，持有51%股权；廖金平以货币方式认缴98万元，持有49%股权。

公司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所涉及的金额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之内，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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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1、廖金平，身份证号码360427************

公司与廖金平先生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睿创新(深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AB座A601

3、注册资本：200万元

4、公司经营范围：物联网、车联网、智能家居、移动智能终端、大安防、智慧类项目的产品研发、生产及

推广。

5、各投资方的投资额及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2 51% 货币资金

2 廖金平 98 49% 货币资金

合计 200 100%

（注：拟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拟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公司业务拓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合资各方的客户资源、技术资源

等优势互补，增强企业竞争力。本次设立控股子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按规定办理相关工

商登记手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但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拟使用自有资金，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对公

司主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848

证券简称：高斯贝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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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黎哲宏先生为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

见附件）。

黎哲宏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35-2666666

传真：0735-2659987

电子邮箱：lizh@gospell.com

联系地址：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观山洞街道高斯贝尔产业园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25日

附件：

黎哲宏，男，1980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深圳市鑫麒麟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广东宾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珠海市蓝海之略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现就职公司证券部。

黎哲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

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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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具体

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 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 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以下简称“财会〔2019〕16号文”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要求所有已执行新

金融准则的企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号文及附件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并将适用

于企业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需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按照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

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会计政策。

3、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根据财会〔2019〕16号文要求，公司属于已执行新金融准则但未执行新收入准则和新租赁准则的企

业，应当结合财会〔2019〕16号文及附件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项目进行相应调整。

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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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变更日期

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新会计政策。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16号文的有关规定，公司对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报进行调整，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

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根据新租赁准则和新金融准则等规定，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增加了“使用权资产”“租赁负

债” 等行项目，在原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行项目下增加了“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

确认收益” 行项目。

（二）结合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有关情况调整了部分项目，将原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应收票据及应收

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 三个行项目，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行项目分拆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 两个行项目，将原合并利润表中“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

失” 行项目的列报行次进行了调整，删除了原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为交易目的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净增加

额”“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等行项目，在原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分别增加了“专

项储备” 行项目和列项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2019年10月23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财务报表能

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已履行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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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

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高斯贝尔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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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夏晓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秀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洪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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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065,929.49 764,479,380.60 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6,738,960.57 577,434,477.67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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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56,570.00 -31,566,657.48 24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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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122,826.59 352,545,351.73 4.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067,139.88 30,801,376.12 0.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0,549,437.27 21,297,428.38 -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25 5.36 减少0.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35 0.2024 0.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04 0.2024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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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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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3,142.57 12,665,591.59

债务重组损益 -91,28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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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315.09 -111,235.2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440,704.96 -1,945,373.75

合计 2,323,122.52 10,517,7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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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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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883,952 39.23 0 无 国有法人

石庭波 1,383,800 0.8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谢志坚 750,000 0.4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林 671,200 0.4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梁学娅 538,200 0.35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强 495,900 0.3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素 482,001 0.3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潘勤 379,300 0.2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姜建国 360,525 0.2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杨婧艺 346,100 0.22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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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矿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883,952 人民币普通股 60,883,952

石庭波 1,38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3,800

谢志坚 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0,000

吴林 671,200 人民币普通股 671,200

梁学娅 538,200 人民币普通股 538,200

李强 495,900 人民币普通股 495,900

王素 482,001 人民币普通股 482,001

潘勤 379,300 人民币普通股 379,300

姜建国 360,525 人民币普通股 360,525

杨婧艺 34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46,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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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11,509,191.28 155,963,719.13 55,545,472.15 35.61 经营流入增加

应收票据 27,569,910.20 56,775,995.38 -29,206,085.18 -51.44 正常票据结算。

在建工程 1,848,130.84 29,000.00 1,819,130.84 6,272.86

新建磁制品生产

线。

应付职工薪

酬

12,993,979.07 22,579,068.42 -9,585,089.35 -42.45

主要是发放了

2018年度奖金。

其他应付款 29,336,618.26 10,098,634.52 19,237,983.74 190.50

确认限制性股票

回购义务1,

917.6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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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夏晓鸥

日期 2019年10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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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黎福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桂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海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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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9,855,178.80 3,204,856,713.32 -2.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108,534,758.90 2,106,243,450.84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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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813,177.15 310,834,441.69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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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31,740.79 1,063,038,064.69 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267,408.31 79,885,824.44 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59,008,882.91 60,183,354.59 -1.9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4 3.79 增加0.3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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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71.40 -45,95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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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1,053.38 34,148,9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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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9,271.50 -3,069,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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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76 73,8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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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341,357.88 -2,849,381.98

合计 8,113,481.84 28,258,52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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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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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412,408,011 69.28 质押 203,1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黎福超 24,000,000 4.03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锋 6,084,000 1.02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桂莲 5,859,600 0.98 42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董辉 3,849,900 0.65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莉 1,965,600 0.33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海 1,965,600 0.33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黎宾 1,965,600 0.33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长顺 1,414,000 0.24 36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彭丽 1,357,200 0.23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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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2,408,011 人民币普通股 412,408,011

黎福超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

黎锋 6,084,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84,000

吕桂莲 5,439,6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9,600

董辉 3,8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3,849,900

黎莉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黎海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黎宾 1,96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65,600

彭丽 1,35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7,200

谢燕芳 1,29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297,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吕桂莲、王长顺为公司高管，与控股股东福达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黎锋、黎莉、黎

海、黎宾为实际控制人子女，与实际控制人黎福超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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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数

（或本期数）

期初数

（或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 156,488,565.55 241,584,591.03 -35.22

预付款项 79,101,183.65 31,634,044.46 150.05

长期待摊费用 109,686.61 199,430.20 -45.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1,014,483.66 77,314,826.09 30.65

应交税费 14,423,398.63 7,313,417.16 97.22

其他应付款 16,745,108.12 28,219,609.18 -40.66

库存股 14,871,600.00 26,163,000.00 -43.16

其他收益 34,148,984.14 21,382,482.62 59.71

投资收益 -3,069,020.06 623,343.05 -592.35

资产减值损失 1,337,993.66 5,711,076.77 -76.57

所得税费用 12,066,230.60 8,119,559.02 48.6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796,103.31 -100,435,289.87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7,537,495.11 15,280,319.38 -1,261.87

说明：

1、应收票据比年初减少35.22%，主要是本期增加应收票据贴现和背书支付货款所致。

2、预付款项比年初增加150.05%，主要是锻件产量增大预付圆钢采购款增加所致。

3、长期待摊费用比年初减少45%，是摊销后余额变动所致。

4、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增加30.65%，主要是预付设款增加所致

5、应交税费比年初增加97.22%，主要是应交增值税与所得税增加所致。

6、其他应付款比年初减少40.66%，主要是减少了限制性股票回购义务所致。

7、库存股比年初减少43.16%，主要是6月份限制性股票回购246万股所致。

8、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59.71%，主要是本期收到的财政补贴增加所致。

9、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592.35%，主要是桂林福达阿尔芬大型曲轴有限公司亏损增加所致。

10、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76.57%，主要是应收账款余额变动所致。

11、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48.61%，主要是桂林曲轴公司、福达锻造公司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主要是上年同期理财产品收回净额6100万元，本期无理财产品所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261.87%，主要是本期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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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黎福超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