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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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何建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谢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碧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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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232,676.52 620,164,148.95 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14,417,738.71 524,830,049.17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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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93,692.84 -6.88% 90,685,964.92 -15.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246,353.90 -278.45% -10,412,310.46 -787.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264,658.23 -330.74% -16,651,396.42 -951.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942,467.73 8.86% 15,192,339.98 -1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16 -278.54% -0.0694 -789.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16 -278.54% -0.0694 -789.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1.88% -2.00%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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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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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9,641.74 递延收益、收到的政府补贴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5,445.59

投资收益 473,998.63

购入理财产品取得的投资收

益

合计 6,239,085.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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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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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全波 境内自然人 28.12% 42,187,466 质押 42,187,466

北京华创易盛

资产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76% 20,643,750 质押 20,643,750

何建东 境内自然人 13.16% 19,743,784 质押 19,743,784

深圳前海厚润

德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厚润

德小市值三期

私募投资基金

其他 3.61% 5,415,500

万坚强 境内自然人 1.00% 1,502,700

宗佩民 境内自然人 0.77% 1,152,000

山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1% 913,262

万国钢 境内自然人 0.55% 829,900

阎光焱 境内自然人 0.54% 813,600

杨余样 境内自然人 0.54% 80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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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全波 42,187,466 人民币普通股 42,187,466

北京华创易盛资产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0,643,750 人民币普通股 20,643,750

何建东 19,743,784 人民币普通股 19,743,784

深圳前海厚润德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厚润德小市值三期私募投资

基金

5,4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5,415,500

万坚强 1,502,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2,700

宗佩民 1,1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00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13,262 人民币普通股 913,262

万国钢 829,900 人民币普通股 829,900

阎光焱 813,600 人民币普通股 813,600

杨余样 806,970 人民币普通股 806,9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股东何全波、何建东系直系亲属父子关系，为一致行动人；

（2）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股东深圳前海厚润德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厚润德小市值三期私募投资基金的投

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5,415,5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股东万坚强的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1,502,7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股东阎光焱的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629,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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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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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金额 比例

货币资金 7,132.18 3,954.95 3,177.23 80.34%

主要原因是本期赎回上年度购买理财产品

2900万元；

应收票据 4,861.19 7,401.87 -2,540.68 -34.32%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下降，收到票据减少；

存货 9,832.13 6,346.30 3,485.83 54.93%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因生产周期较长的

产品已投料尚未完工，导致在制品增加，并

大额订单已完工待客户检验、 试验中尚未

确认收入导致库存商品、发出商品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520.85 2,924.34 -2,403.49 -82.19%

主要原因是上年度购买的理财产品2900万

元本期已赎回；

在建工程 2,060.21 1,406.08 654.13 46.52%

主要原因是年产1200套高速滑动轴承项目

本期增加投入700万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51.31 1,301.47 549.84 42.25%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设备采购定金1619万

元；

应付票据 3,924.34 2,501.73 1,422.61 56.87%

主要原因是本期募集资金以银行承兑形式

支付款项845万元，前期募集资金基本以银

行存款支付；

预收款项 223.58 80.08 143.50 179.20% 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货款增加；

长期应付款 0.00 1,850.00 -1,850.00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1850万元财政补助资金已

全部投入，可以转入递延收益开始摊销；

递延收益 1,886.05 127.46 1,758.59 1,379.72%

主要原因是本期1850万元财政补助资金已

全部投入，可以转入递延收益开始摊销。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

月

2018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金额 比例

营业收入 9,068.60 10,762.26 -1,693.66 -15.74%

营业成本 7,011.86 8,054.59 -1,042.73 -12.95%

税金及附加 130.21 330.13 -199.92 -60.56%

主要原因是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

降；

销售费用 869.44 625.59 243.85 38.98%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人员工资、运费、业务

招待费增加

管理费用 2,181.39 1,591.93 589.46 37.03%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管理人员工资增加；

财务费用 7.79 -23.22 31.01 133.55%

主要原因是本期利息支付增加且利息收入

减少；

其他收益 562.96 66.69 496.27 744.14%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骨干企业升级扶持奖

励143.97万元、科技奖励180万元、社保返

还127万元；

投资收益 47.40 21.92 25.48 116.24% 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理财产品收益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3.33 251.56 -208.23 -82.78%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账款减少以及部分长

账龄应收款核销；

资产处置收益 0.00 1.10 -1.10 -100.00%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处置机器设备；

营业外收入 14.03 1.78 12.25 688.20% 主要原因是本期对供应商质量罚款增加；

营业外支出 0.49 50.52 -50.03 -99.03%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证监会处罚50万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9

月

2018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金额 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19.23 1,784.37 -265.14 -14.86%

主要原因系销售下降导致本报告期收到货

款相对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8.98 -4,543.78 4,642.76 102.18%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较上年

同期减少5000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52.53 -34.77 987.3 2,839.52%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取得1000万元短期借

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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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事项

公司于2019年7月18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浙江申科滑动轴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申科“）增资4,

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申科的注册资本由1,000万元人民币增至5,000万元人民币。

2019年7月22日，浙江申科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换发的《营业执照》。

二、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事项

公司于2019年8月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

资产的议案》，决定将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132号的相关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机器设备等

资产按基准日2019年6月30日的账面净值划转至浙江申科，划转期间发生的资产变动情况将据实调整

并予以划转。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事项 2019年07月19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事项 2019年08月27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资产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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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年度净利润（万元） -2,800 至 -2,0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

元）

406.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2019年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下降，2019年四季度公司将处置部分预

计未来不能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的固定资产、存货和应收账款。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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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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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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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0 0

合计 2,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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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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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建南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33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0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4日

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2019年10月24日（星期四）在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132

号公司三楼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建

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资产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公司决定对部分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及发出商品进行清

理，予以核销。 详情请见2019年10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核销资产的公告》。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633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1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基本情况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

14日以专人方式送达，会议于2019年10月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何铁财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

讨论，以书面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资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资产，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 本次核销资产不涉及公

司关联方，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核销资产事项。

3、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执行新会计准则有助于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因此，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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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资产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资产的概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进一

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公

司决定对部分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及发出商品进行清理，予以核销，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核销应收账款坏账1,045,478.57元，已计提坏账准备1,043,698.57元。 核销的主要原因是

应收款项逾期3年以上仍无法收回、债务人无财产可执行等。 核销后，公司对上述款项保留继续追索的

权利，一旦发现对方有偿债能力将立即追索。

2、本次核销发出商品924,548.60元，核销的主要原因是逾期3年以上客户仍无法结算或无法与客

户取得联系。

二、本次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核销资产将减少2019年度利润926,328.60元。 本次核销资产事项真实的反映了公司的

财务状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本次核销依据充分，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涉

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核销资产是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能公允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核销资产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核销资产，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更加公允

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准确、可靠的会计信息。 本次核销资产不涉及

公司关联方，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

核销资产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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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及变更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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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通知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

的合并财务报表。

根据财会〔2019〕16号通知要求，公司需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并按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

开始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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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会〔2019〕16号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

部前期颁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4、内部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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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不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四、监事会和独立董事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财政部及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执行新会计准则有助于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因此，监事会同意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新发布的会计准则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规定。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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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000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短期低风险保本型的银行理财产品， 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

月内。 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该事项

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2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9年10月9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签订协议，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

万元购买中信理财之共赢保本步步高升B款人民币理财产品。 现因中信银行理财额度已达到上限，公

司无法购买该款理财产品，故取消本次申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余额为1,500万元。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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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耀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定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李晓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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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584,966.11 3,723,596,455.49 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92,435,880.57 2,193,856,029.84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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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379,851.08 -6.18% 1,986,158,621.58 -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630,710.97 -57.79% 65,483,788.73 -6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675,409.27 -63.32% 53,521,502.99 -71.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1,315,392.59 -31.74% 330,472,575.32 40.5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29.41% 0.13 -76.7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29.41% 0.13 -76.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2.26% 1.77%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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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3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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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43,770.7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8,933.69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12,765.0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135.28

合计 11,962,28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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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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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17% 186,097,555 0 质押 98,500,000

孙耀忠 境内自然人 5.56% 27,860,700 20,895,525

徐志英 境内自然人 1.68% 8,410,095 0

北京厚毅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厚毅辰

酉二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20% 6,023,100 0

郎红宾 境内自然人 1.01% 5,057,619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宝标普中

国A股红利机会指

数证券投 资 基 金

（LOF）

其他 0.85% 4,234,709 0

杭华 境内自然人 0.75% 3,750,000 0

戴玉寒 境内自然人 0.47% 2,377,500 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0.39% 1,974,307 0

孙定文 境内自然人 0.38% 1,912,500 1,434,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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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86,097,555 人民币普通股 186,097,555

徐志英 8,410,095 人民币普通股 8,410,095

孙耀忠 6,965,175 人民币普通股 6,965,175

北京厚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厚毅辰酉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6,023,100 人民币普通股 6,023,100

郎红宾 5,057,619 人民币普通股 5,057,61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标普中国A股红利机会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4,234,709 人民币普通股 4,234,709

杭华 3,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000

戴玉寒 2,37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77,500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74,307 人民币普通股 1,974,307

赵书峰 1,59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河南省宛西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孙耀志为

宛西控股和本公司董事长，孙耀志和孙耀忠为兄弟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北京厚毅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厚毅辰酉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将共计6,023,100股存放于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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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元） 上年同期（元）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在建工程 126,088,546.27 80,837,421.22 55.98%

主要是本期 “年产300万只涡轮增压器壳体铸

造项目（一期）” 建设进入高峰期，工程投入较

多导致。

股本 500,711,814.00 333,807,876.00 50.00% 主要是2018年度权益分派转增股本所致。

销售费用 108,143,669.24 70,479,327.76 53.44% 主要是中美贸易战，关税增加导致。

财务费用 19,334,005.39 8,939,439.53 116.28% 主要是利息支出增加导致。

所得税费用 2,977,704.55 15,347,241.68 -80.60% 主要是利润减少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0,472,575.32 235,105,067.21 40.56%

主要是本年产量下滑，购买材料支出减少；严格

控制成本和费用支出导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4,877,911.72 -242,382,545.13 40.23% 主要是本期控制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51,534,368.97 72,256,082.20 -309.72% 主要是偿还借款和利息支出增加导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34,102,073.40 65,005,210.08 -47.54% 主要是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减少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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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7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2018年7月27日

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细则〉的议案》及其他相

关议案。

截止2018年12月12日， 公司2018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买入公司股票4,015,400股，成交金额为44,868,079.60元，成交均价约11.174元/股，买

入股票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1.2029%。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7

月11日、2018年7月28日、2018年12月12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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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71.00% 至 -57.00%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7,116.37 至 10,551.86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4,539.2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出口贸易增速较快，中美贸易战升级态势超过

公司预期，导致关税、报关费明显增加，大幅削减

利润；

2． 国内汽车行业特别是乘用车市场下滑超

过预期，市场竞争激烈，产品降价、毛利率下滑；

3．“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 生产线改造和

新增涡壳铸造投资导致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

摊销增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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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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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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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9年07月1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9年07月2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9年08月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9年08月1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9年08月2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9年09月0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9年09月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2019年09月2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关系电话记录薄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法定代表人：

孙耀志

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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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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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9年10月23日上午8:30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董事会的通知已于2019年10月12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

方式送达给各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耀志先生主持，会

议应出席董事9名，6名董事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魏安力、张复生、李培才以通

讯表决方式参加本次会议，会议有效表决票为9票。 公司监事摆向荣、董彬、陈玉印及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19年10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全文详见2019年10月25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董事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5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9）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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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飞龙股份”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3日上午11:00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

本次监事会的通知已于2019年10月12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

送达给各位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摆向荣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3名监事现场出席

了本次会议，会议有效表决票为3票。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关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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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地反映了上

市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投票结果：全体监事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该议案。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更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会计政策变更的

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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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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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内部制度的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日颁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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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通知”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要

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按照会计准则和《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2019年度合并财务

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 公司结合《修订通知》的要求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相应调整。

2、变更日期

公司2019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合并财务报表均执行《修订通知》规

定的合并财务报表格式。

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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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相关规定。

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修订通知》的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其余未变

更部分仍执行财政部前期颁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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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修订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和“应收款项融资”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新增“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专项储备”项目。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 号填

列）” 。

将合并利润表“减：信用减值损失” 调整为“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

列）” 。

合并利润表中“投资效益”项目下增加“其中：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

收益”项目。

合并利润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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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3）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增加“专项储备”项目。

2、财务报表格式调整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涉及对

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财务指标无实质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相关规定和公司的实 际情况，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的要求实施的，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要求进 行的

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能够

更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公司独

立董事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于2019年10月23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能够 更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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