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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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雅琴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米小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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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2,724,175.27 1,255,404,926.43 1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113,333,117.47 1,048,897,800.56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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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65,930.56 4,251,072.70 8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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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8,939,556.65 739,890,983.01 2.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8,590,068.83 108,090,130.85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95,559,092.82 102,016,927.53 -6.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9.47 17.04 减少7.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6 1.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56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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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28.53 -368,8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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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9,453.75 10,139,4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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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341.28 5,706,3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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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680.34 -144,6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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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40.93 -63,611.06

所得税影响额 -318,511.75 -2,237,729.97

合计 2,131,833.48 13,030,9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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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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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兵 49,083,840 25.65 49,083,84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顾喆栋 38,750,400 20.25 38,750,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怡华 27,232,920 14.23 27,232,92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许贵来 10,943,400 5.72 10,943,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琪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094,960 2.6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许雅昕 3,767,400 1.97 3,767,4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曾建平 2,870,400 1.5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梁玉环 1,467,350 0.7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洪彬 1,435,200 0.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海林 1,435,200 0.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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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琪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94,960 人民币普通股 5,094,960

曾建平 2,870,4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0,400

梁玉环 1,467,350 人民币普通股 1,467,350

洪彬 1,43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5,200

刘海林 1,435,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5,200

陈东亮 681,720 人民币普通股 681,720

徐雅琴 645,840 人民币普通股 645,840

徐田刚 645,840 人民币普通股 645,840

熊粤 645,840 人民币普通股 645,840

王高毅 342,280 人民币普通股 342,2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谢兵、顾喆栋、郑怡华为一致行动人；股东郑怡华与许雅昕为母女关系；股东许贵来与许

雅昕为祖孙关系。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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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本期期末金额

较上期期末变

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150,734,066.01 10.82 222,909,003.06 17.76 -32.38

主要系公司本年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 上年期末数包含

4800万元应重分类至“交易

性金融资产” 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

产

185,500,000.00 13.32 -

主要系公司将期末理财产品

情况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所致

应收票据 80,535,990.98 5.78 152,382,827.53 12.14 -47.15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和

支付票据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308,622,373.73 22.16 184,366,032.90 14.69 67.40

主要为近90天内账期， 与公

司应收账款销售政策相符

合。

预付账款 8,370,365.08 0.60 5,987,521.09 0.48 39.80

主要系本期公司购买原材料

预付款项的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8,488,033.85 0.61 6,110,289.03 0.49 38.91

主要系子公司雅运进出口应

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4,336,185.13 1.03 220,155,736.17 17.54 -93.49

主要系公司将期末理财产品

情况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列示

所致

在建工程 167,852,748.94 12.05 22,089,905.66 1.76 659.86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震东新材

料购买资产以及募集新建年

产1.6万吨高新能环保纺织

助剂项目投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0.00 0.00 522,083.00 0.04 -100.00

主要系本期期末无未到票工

程预付款

短期借款 80,000,000.00 5.74 44,500,000.00 3.54 79.78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7,367,747.55 0.53 13,024,484.69 1.04 -43.43 主要系年初支付奖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5,295,023.44 0.38 2,544,380.16 0.20 108.11

主要系本期其他暂付款项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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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兵

日期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790

证券简称：雅运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60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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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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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号—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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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9年1-9月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销量（吨）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染料 11,129.43 10,060.43 51,302.55

纺织助剂 17,849.16 18,816.96 24,030.61

合计 28,978.59 28,877.39 75,333.16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1-9月销售均价（元/吨） 2018年1-9月销售均价（元/吨） 变动情况 (�%�)

染料 50,994.37 45,929.30 11.03

纺织助剂 12,770.72 14,352.65 -11.02

三、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情况

主要原材料 2019年1-9月采购均价（元/吨） 2018年1-9月采购均价（元/吨） 变动情况 (�%�)

活性染料基础黑粉 22,423.00 22,600.55 -0.79

中间体 42,951.53 31,619.39 35.84

褐藻胶 25,168.37 36,723.82 -31.47

四、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数据来自于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作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

营概况之用，未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

投资者审慎使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公司代码：

603787

公司简称：新日股份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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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张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超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宋超江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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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2,519,148.59 2,978,718,043.68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9,097,233.17 1,677,950,071.70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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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486,070.72 10,506,570.34 84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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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9,630,544.18 984,769,772.05 4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501,523.49 84,346,575.41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296,558.28 78,716,262.70 -8.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02 6.87 减少1.8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7 -13.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37 -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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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8,034.88 -5,283,276.6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393,438.39 675,8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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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8,491.01 22,412,24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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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21.41 102,5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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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713.83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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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40.78 39,5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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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431.29 -766,332.76

所得税影响额 -1,444,299.52 -4,057,227.07

合计 1,082,614.10 13,204,9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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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1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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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峰 69,621,123 23.82 69,621,123 质押 60,090,000 境内自然人

王学勇 26,188,237 8.96 26,188,237 质押 23,543,700 境内自然人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3,863,421 8.16 23,863,421 质押 10,59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俞越蕾 19,281,618 6.60 19,281,618 质押 19,180,200 境内自然人

新昌县蓝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705,695 3.66 10,705,695 质押 296,010 其他

张玉 9,782,790 3.35 9,780,840 质押 9,780,840 境内自然人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066,260 2.76 无 其他

吴岳民 6,210,200 2.12 6,210,200 无 境内自然人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970,600 1.7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俞云峰 4,933,500 1.69 质押 4,93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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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8,066,260 人民币普通股 8,066,260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4,970,600 人民币普通股 4,970,600

俞云峰 4,933,500 人民币普通股 4,933,500

浙江红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306,890 人民币普通股 3,306,890

深圳市森得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0,130 人民币普通股 2,600,130

谢卿宝 2,325,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25,4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信托人中龙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991,086 人民币普通股 1,991,086

吴静波 1,610,660 人民币普通股 1,610,660

李晔 1,579,720 人民币普通股 1,579,720

颜泽安 1,309,020 人民币普通股 1,309,0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上述股东中张峰、王学勇、俞越蕾、新昌县蓝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五洲新春集团控

股有限公司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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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名称 期末数/年初至报告期末

期初数/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同期增减(%)

交易性金融资产 15,000,000.00 300,000.00 4,900.00

预付款项 31,442,973.81 10,546,800.64 198.13

其他应收款 9,286,774.63 23,736,873.93 -60.88

在建工程 108,934,713.96 160,339,061.15 -32.06

长期待摊费用 6,885,022.61 4,877,455.46 41.16

应付票据 167,938,339.25 93,817,818.26 79.00

预收款项 2,864,724.79 2,076,579.32 37.95

应交税费 20,858,678.14 11,796,516.11 76.82

其他应付款 93,498,248.78 179,096,775.86 -47.79

营业收入 1,389,630,544.18 984,769,772.05 41.11

营业成本 1,295,155,759.16 892,561,426.55 45.11

销售费用 41,365,608.21 28,189,142.45 46.74

管理费用 82,555,300.49 52,534,886.94 57.14

财务费用 17,901,834.70 5,816,745.69 207.76

研发费用 40,748,157.12 24,469,004.66 66.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486,070.72 10,506,570.34 846.8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15,125.72 168,791,032.88 -83.99

3.1.1�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3.1.2�预付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预付部分货款采购设备和材料所致；

3.1.3�其他应收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政府出口退税速度加快，退税款余额减少及履约保证金退还所

致；

3.1.4�在建工程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部分项目完工转入固定资产核算所致；

3.1.5�长期待摊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增加零星工程所需摊销所致；

3.1.6�应付票据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采用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等方式融资所致；

3.1.7�预收款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对部分客户采用先收款后发货方式所致；

3.1.8�应交税费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应交所得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增加所致；

3.1.9�其他应付款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浙江新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龙实业” ）100%股权，现金支付新龙实业原股东部分股权收购款所致；

3.1.10�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购了新龙实业、捷姆轴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姆

轴承” ），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所致；

3.1.11�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购了新龙实业、捷姆轴承，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所致；

3.1.12�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购了新龙实业、捷姆轴承，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所致；

3.1.13�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购了新龙实业、捷姆轴承，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所致；

3.1.14�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购了新龙实业、捷姆轴承，合并报表范围增加以及公司银

行借款增加，利息支出净额增加所致；

3.1.15�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购了新龙实业、捷姆轴承，合并报表范围增加所致；

3.1.1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购了新龙实业、捷姆轴承，合并报表

范围增加所致；

3.1.1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公司收购了新龙实业、捷姆轴承，合并报表

范围增加及公司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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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1970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公

司于2019年9月11日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答复并公告。（公告编号：2019-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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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峰

日期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

2019-074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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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3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全体董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会议按通知时间如期于2019年10月23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张峰董事长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667

证券简称：五洲新春 公告编号：

2019-075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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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13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全体监事发出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 会议按通知时间如期于2019年10月23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明舟主持。 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公司代码：

603667

公司简称：五洲新春

浙江五洲新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790

公司简称：雅运股份

上海雅运纺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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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崇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学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范来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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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6,006,691.42 1,899,656,126.52 -4.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83,525,547.77 943,658,111.37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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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697,599.15 247,609,605.37 -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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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9,748,227.61 2,363,052,035.80 3.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921,936.40 87,237,637.42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839,369.29 59,623,978.56 32.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1 9.57 减少0.2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3 2.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 0.43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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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435.27 -10,010,63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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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5,493.81 12,515,16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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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48,3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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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220.42 5,938,6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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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019.15 -808,995.42

合计 2,539,259.81 11,082,5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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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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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崇舜 92,820,100 45.50 92,820,1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江苏舜德投资有限公司 20,399,900 10.00 20,399,9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赵学忠 19,890,000 9.7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玉英 19,890,000 9.75 19,89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娟 2,696,900 1.32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余亦杰 2,653,105 1.30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江琳 2,319,300 1.14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盛伦华 2,221,149 1.0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陈永辉 1,961,472 0.9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李娜 1,948,600 0.96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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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学忠 19,8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90,000

张娟 2,69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696,900

余亦杰 2,653,105 人民币普通股 2,653,105

江琳 2,31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319,300

盛伦华 2,221,149 人民币普通股 2,221,149

陈永辉 1,961,472 人民币普通股 1,961,472

李娜 1,94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8,600

汪龙伟 1,763,851 人民币普通股 1,763,851

夏伟伟 1,6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46,400

杨上存 1,105,436 人民币普通股 1,105,43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张崇舜为江苏舜德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东；2、张崇舜与陈玉英系夫妻关系；3、除上述外，公司未

知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安排。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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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余额/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823,455,730.95 590,487,855.70 39.45%

本期末银行承兑保

证金余额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25,448,139.65 192,018,489.59 -86.75%

本期末使用票据支

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所致

应收账款 162,508,157.03 59,687,542.01 172.26%

应对市场竞争，公司

适当放宽了信用管

理政策，导致应收账

款增加

预付账款 35,171,797.96 12,586,494.48 179.44%

本期末为降低公司

采购成本，预付材料

采购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0,586,250.05 5,914,707.66 78.98%

主要系公司支付浙

江新日土地使用权

履约保证金

其他流动资产 8,877,078.05 303,655,489.65 -97.08%

主要系期末公司购

买银行理财余额较

年初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23,102,365.34 8,741,890.88 164.27%

主要系新增消防和

环保改造工程所致

无形资产 223,907,892.59 158,523,043.76 41.25%

主要系浙江新日取

得土地使用权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238,803.31 8,142,451.19 -35.66%

本期可弥补亏损额

减少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314,594.12 14,056,210.13 -83.53%

主要系预付软件款

转无形资产所致

预收账款 38,269,937.35 237,854,630.58 -83.91%

上期末预收经销商

货款本期已实现发

货所致

应交税费 24,394,083.86 5,586,745.29 336.64%

期末应交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较年初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3,589,539.75 -4,936,408.54 175.29%

报告期内定期存款

到期结算利息同比

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2,510,168.16 7,482,436.51 67.19%

报告期内取得的政

府补助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189,860.67 19,448,857.52 -83.60%

报告期内银行理财

产品取得收益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6,076,352.13 - -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

余额增加，计提坏账

准备金额增加，上年

同期列示在“资产减

值损失” 科目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066,034.30 -2,054,053.72 -

报告期内联营公司

清算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798,558.29 31,210.12 -

报告期内处置部分

经营租赁资产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88,697,599.15 247,609,605.37 -64.18%

上年末预收经销商

货款本期实现发货，

导致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较

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4,971,941.63 -261,872,977.23 -

报告期内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支出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0,000,000.00 -24,480,000.00 -104.25%

主要系上市公司本

期股利分配支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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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崇舜

日期 2019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1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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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的

通知于2019年10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在江苏省无锡

市锡山区锡山大道501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吴新科先生、邓

嵘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并表决。 会议由董事长张崇舜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阅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网站的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拟建温州工厂年产50万辆电动摩托车一期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阅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网站的

《关于拟建温州工厂年产50万辆电动摩托车一期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19-053）。

3、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阅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网站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报备文件

（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

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2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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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

通知于2019年10月12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在江苏省无锡

市锡山区锡山大道501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潘胜利

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审议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 公司编制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未发现参与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详情请阅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网站的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的规定和要求，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详情请阅2019年10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网站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4）。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787

证券简称： 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3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建温州工厂年产

50

万辆

电动摩托车一期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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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温州工厂年产50万辆电动摩托车一期项目

●投资金额：22,692万元

●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项目概述

2019年10月23日，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建温州工厂年产50万辆电动摩托车一

期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及产业布局，并结合浙江温州台州等周

边地区发达的摩托车产业配套优势以及新国标实施后电动摩托车的发展趋势， 公司

拟在温州建设温州工厂年产50万辆电动摩托车一期项目，并根据自身能力和实际生

产经营情况适时推进该项目的建设工作。 该项目预计投入金额为人民币22,692万

元， 项目建设用地为公司已通过招拍挂方式竞得的位于温州市乐清经济开发区的

18-05-08-03地块，详情请阅公司于2019年8月2日刊登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

地使用权并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

根据《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事项在公司

董事会审议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项目不属于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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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温州工厂年产50万辆电动摩托车一期项目

2、项目实施地点：拟建于温州乐清经济开发区

3、项目建设内容：项目主要新建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的设备和配套设备等，

建成后形成年产50万辆电动摩托车的生产能力。

4、项目总投资：项目预计投资22,692万元，其中：工程建设费用15,104万元（含

竞拍土地使用权费用4,366万元， 竞拍土地使用权事项前期已履行公司审议程序），

设备费用5,404万元，其他费用2,184万元。

5、项目建设期：项目建设期预计约2年。

三、项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中长期规划和产业布局， 并结合浙江温州台州等周边地区发达的摩托

车产业配套优势以及新国标实施后电动摩托车的发展趋势， 公司拟在温州建设温州

工厂年产50万辆电动摩托车一期项目， 并根据自身能力和实际生产经营情况适时推

进该项目的建设工作。 公司分阶段进行产能建设布局，有利于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对

公司当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近三年产能布局的规划。

四、项目的风险分析

1、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可能存在会因为政策法规、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投资成

本等发生变化而导致项目无法按照实施计划完成的风险。 公司将制定严密的进度控

制计划，合理安排工期，力争按照项目实施计划完成。

2、项目可能存在投资额超预算风险。公司将充分发挥管理优势，在保证工程质量

的前提下，严格控制设计、招标、施工等各个环节的成本费用，跟踪项目进程，力争建

设资金控制在投资预算范围。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787

证券简称：新日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4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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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一、概述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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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财会[2019]1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

2019年10月23日，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新日电动

车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会[2019]16号有关要求，公司结合财会[2019]16号通知的要求对财务报

表格式和科目列报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变动如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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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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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规定进行的相应变

更，变更事项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是对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其内容作出的调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不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

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的规定和要求，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