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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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胡士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大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吾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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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8,205,166.07 2,552,068,404.33 -0.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924,516,716.86 1,815,727,776.37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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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839,996.81 8.42% 1,692,077,129.48 2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3,809,209.08 5.25% 149,530,690.86 2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6,850,095.68 5.06% 132,799,356.56 1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796,978.31 -69.40% 54,685,198.82 326.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46 5.23% 0.3230 22.5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46 5.23% 0.3230 22.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0% -0.07% 7.97%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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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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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23,015.7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135,628.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18,186.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71,296.3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87,324.81

合计 16,731,33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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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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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宏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9.69% 229,988,717 质押 149,493,551

周经成 境内自然人 8.64% 39,979,720 29,984,790 质押 7,500,000

胡士勇 境内自然人 4.36% 20,168,460 15,126,345

周世杰 境内自然人 2.93% 13,552,447 10,164,335

胡品龙 境内自然人 1.68% 7,757,100 5,817,825

胡士法 境内自然人 1.68% 7,757,100

胡士清 境内自然人 1.68% 7,757,100 5,817,825

胡士勤 境内自然人 1.68% 7,757,100

郑宇 境内自然人 1.51% 6,980,480

南通苏海投资管

理中心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4,06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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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华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29,988,717 人民币普通股 229,988,717

周经成 9,994,930 人民币普通股 9,994,930

胡士法 7,7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7,757,100

胡士勤 7,757,100 人民币普通股 7,757,100

郑宇 6,980,480 人民币普通股 6,980,480

胡士勇 5,042,115 人民币普通股 5,042,115

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066,467 人民币普通股 4,066,467

周世杰 3,388,112 人民币普通股 3,388,11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34,973 人民币普通股 2,234,973

胡品龙 1,939,275 人民币普通股 1,939,27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胡士勇、胡士清、胡士法、胡士勤四兄弟；周经成、周世杰、南通苏海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系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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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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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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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正在进行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项目；

2、公司对迁安聚力增资，增资后获得迁安聚力60%的股权；迁安聚力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3、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物博购买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项目

2019年07月05日

巨潮资讯网：2019-029：《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摘要》

（更新后）

2019年0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2019-058：《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草

案）摘要》

公司对迁安聚力增资并控股事项

2019年08月08日

巨潮资讯网：2019-043：《关于公司向迁安

聚力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2019年08月23日

巨潮资讯网：2019-050：《关于控股子公司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中物博购买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地上附着物

事项

2019年09月12日

巨潮资讯网：2019-052：《关于全资子公司

竞拍土地使用权竞价成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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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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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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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20,680 7,950 0

合计 20,680 7,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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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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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184

证券简称：海得控制 公告编号：

2019-056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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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元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继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邱秀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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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882,877.09 1,224,210,674.54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77,116,675.08 671,916,717.68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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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491,258.16 4.50% 534,975,295.60 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093,570.31 -26.34% 33,764,000.50 -1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874,533.19 -2.18% 26,279,802.22 -6.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781,847.14 -154.03% 14,865,832.51 192.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37 -26.31% 0.4221 -14.4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37 -26.31% 0.4221 -14.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5% -0.48% 4.9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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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7,0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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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97,673.0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09,777.3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8,228.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22,489.2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72.31

合计 7,484,198.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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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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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元强 境外自然人 24.30% 19,440,000 19,440,000

翠丽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9.00% 7,200,000 7,200,000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5% 4,682,900 0

秦同林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0

秦同河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0

秦福强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0

秦同义 境内自然人 4.88% 3,900,000 2,925,000

上海艺海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9% 2,553,700 0

中泰资本股权投资管

理（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24% 1,789,104 0

济宁英飞尼迪创业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1,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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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省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682,900 人民币普通股 4,682,900

秦同林 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

秦同河 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

秦福强 3,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00

上海艺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53,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3,700

中泰资本股权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1,789,104 人民币普通股 1,789,104

济宁英飞尼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

秦同义 9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75,000

许燕英 291,9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900

杨慧芳 278,3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郭元强通过INNOVISION�INVESTMENTS�LIMITED持有翠丽控股100%股权； 秦同义与秦

福强系父子关系；秦同义、秦同林系兄弟关系。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悉前10名无限售流通

股股东之间，以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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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应收票据 11,550,625.04 3,340,000.00 245.83%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应收票据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71,437.41 2,704,244.81 -30.80%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回期初的应收利息及应收股票价格补偿所致

其中：应收利息 326,250.00 -100.00% 主要系本报告期年初有应收结构性存款利息本期收回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2,515,823.49 89,029,023.79 -85.94% 主要系本报告期转回期初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且未再购买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507,533.47 31,071,576.58 -53.31%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447,770.90 13,884,100.88 40.07%

主要系本报告期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增加及控股子公司可抵扣

亏损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7,090,817.66 62,053,991.98 -56.34% 主要系本报告期初预付的设备到货且部分转固所致

应付票据 17,254,893.80 36,327,459.97 -52.50%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未到期的票据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7,830,282.96 4,662,179.06 67.95%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预收农机、自动化以及模具费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9,252,557.32 4,582,512.55 101.91%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应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其中：应付利息 109,888.93 595,265.78 -81.54%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应付利息减少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2,800,000.00 22,900,000.00 130.57%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贷款增加所致

长期借款 69,750,000.00 99,900,000.00 -30.18%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贷款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流

动负债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0,403,615.28 -3,839,572.17 -431.40%

主要系本报告期末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综合收益的金

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635,290.71 1,003,838.34 -36.71% 主要系本报告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所致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销售费用 20,994,427.01 15,795,891.83 32.9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入增加及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关税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814,565.23 510,088.79 59.69%

主要系本报告期募集资金产生存款利息及定期存款结息增加所

致

投资收益 409,777.39 4,400,196.18 -90.69%

主要系本报告期减少购买结构性存款和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减少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4,821,969.07 -2,561,608.65 -88.24% 主要系本报告期销售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25,975.53 94,048.34 1097.23% 主要系本报告期报废设备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732,118.36 8,377,049.06 -43.51%

主要系本报告期合并利润总额减少及母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享受15%企业所得税税率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368,547.58 -256,280.39 -43.81% 主要系本报告期非全资子公司亏损增加所致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20,043,905.64 14,208,646.92 41.07%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外销收入的上升使收到的出口退税额增加所

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20,291,618.31 29,184,299.89 -30.47% 主要系上年同期先进制造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59,628,027.90 32,207,572.32 85.14%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销售费用增加、管理费用增加及远期结售

汇保证金增加等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5,000,000.00

225,000,

000.00

-66.67% 主要系本报告期结构性存款业务减少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736,027.39 3,712,600.36 -80.17% 主要系本报告期结构性存款收益减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9,037,493.61 68,162,457.19 -42.73%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的固定资产款项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320,000,

000.00

-100.00%

主要系去年同期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本报告

期转回期初余额且未再购买理财产品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80,000,000.00

140,000,

000.00

-42.86% 主要系本报告期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250,000.00 -100.00% 主要系去年同期支付上市费用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159,193.64 -116,535.56 236.61% 主要系本报告期受汇率变动影响产生汇兑收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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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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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35,572,

082.42

-1,686,

951.79

-20,806,655.89 14,507,533.47 自有资金

合计

35,572,

082.42

-1,686,

951.79

-20,806,655.89 0.00 0.00 0.00 14,507,533.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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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郭元强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921

证券简称：联诚精密 公告编号：

2019-056

山东联诚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645

证券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63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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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许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孟榕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徐建琴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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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953,605.28 2,122,830,249.54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36,253,781.92 923,118,289.21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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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429,893.28 26.83% 1,378,778,174.95 16.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162,830.70 367.32% 16,401,342.54 13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661,406.10 325.52% 12,240,169.84 123.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89,507,905.59 127.51% 109,696,323.08 300.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66 367.82% 0.0682 133.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66 367.82% 0.0686 1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 1.60% 1.76%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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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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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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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0,964.6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33,793.2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4,822.1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68,517.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69,047.62

合计 4,161,1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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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软件产品增值税税负超过 3%

部分即征即退收入

6,395,186.75

增值税即征即退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软件产品的开发及销售密切相关；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

100号)作为政策依据，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多年来本公司均依据该政策获

得相应的即征即退收入，因此不属于性质特殊或偶发性的事项，不将其列

报为非经常性损益， 不会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的

正常判断。基于上述考虑，公司未将此项即征即退收入列报为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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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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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泓 境内自然人 21.74% 52,279,540 39,209,655

郭孟榕 境内自然人 19.79% 47,583,994 35,695,495

上海证券－浦发银行－上海证券聚赢定增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4.07% 9,778,067

赵大砥 境内自然人 3.01% 7,236,902 5,435,251

高旭 境内自然人 2.87% 6,910,000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陈泳平 其他 1.25% 3,004,807

劳红为 境内自然人 1.19% 2,853,038

许百花 境内自然人 0.76% 1,816,000

上海证券－浦发银行－上海证券聚赢定增2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5% 1,802,884

上海证券－浦发银行－上海证券聚赢定增3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0.75% 1,80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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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泓 13,069,885 人民币普通股

13,069,

885

郭孟榕 11,888,499 人民币普通股

11,888,

499

上海证券－浦发银行－上海证券聚赢定增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778,067 人民币普通股 9,778,067

高旭 6,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910,000

前海开源基金－民生银行－陈泳平 3,004,807 人民币普通股 3,004,807

劳红为 2,853,038 人民币普通股 2,853,038

许百花 1,8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6,000

上海证券－浦发银行－上海证券聚赢定增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02,884 人民币普通股 1,802,884

上海证券－浦发银行－上海证券聚赢定增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802,884 人民币普通股 1,802,884

赵大砥 1,801,651 人民币普通股 1,801,6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郭孟榕与劳红为系夫妻关系，上海证券

聚赢定增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由上海证券设立和管理，由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泓和郭孟榕各出资认购。 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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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 货币资金期末13,046.93万元，比期初减少44.87%，主要系报告期内归还贷款

所致；

2、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1,100.00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内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所致；

3、 预付账款期末5,505.22万元，比期初增加83.15%，主要系报告期内项目采购

预付款增加所致；

4、 其他应收款期末1,166.49万元，比期初增加35.27%，主要系报告期内投标保

证金增加所致；

5、 存货期末43,190.17万元，比期初增加49.61%，主要系报告期内采购备货增加

所致；

6、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2,355.68万元，比期初减少46.76%，主要系报告期内留抵

税金减少所致；

7、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0.00万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15,636.59万元，主

要系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列报口径变化所致；

8、 开发支出期末944.32万元，比期初增加106.72%，主要系报告期内研发资本化

增加所致；

9、 短期借款期末37,298.81万元，比期初减少32.41%，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借款

减少所致；

10、 预收款项期末15,039.95万元，比期初增加123.07%，主要系报告期内项目

预收款增加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期末925.63万元，比期初减少62.16%，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

付上年职工薪酬所致；

12、 应交税费期末1,768.47万元，比期初减少46.54%，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应交

税金导致期末余额减少所致；

13、应付利息期末38.01万元，比期初减少42.25%，主要系报告期内预提短期借款

利息减少所致；

14、预计负债期末204.26万元，比期初增加83.08%，主要系报告期内计提产品质

量保证增加所致；

15、库存股期末1,010.86万元，比期初减少59.19%，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回购股

权激励限制性股票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变动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 财务费用1,004.5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2.44%，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息费用

及汇兑损益减少所致；

2、 投资收益-38.9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76.13%，主要系报告期内合营及联营

企业亏损同比减少所致；

3、 信用减值损失及资产减值损失729.1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33.22%，主要系

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加速回笼冲回减值所致；

4、 资产处置收益-40.0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1131.79%，主要系报告期内固定

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5、 营业外收入86.3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8.16%，主要系收取逾期付款违约金

所致；

6、 少数股东损益831.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58.77%，主要系报告期内子公司

利润亏损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16,449.31万元，主要系报告

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497.28万元，主要系上年同

期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及本报告期理财产品到期收回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31,315.43万元，主要系归还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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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4月25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79,600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17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相关公告。

2、2019年9月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79,600

股进行回购注销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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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扭亏为盈

2019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2,500 至 3,5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5,955.6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四季度工业电气产品分销业务和智能制造业务保持连续稳定增长， 新能源业

务收入同比增加和费用同比下降， 致使公司2019年全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在上述预计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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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7,700 1,100 0

合计 7,700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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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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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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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2019年10月25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9

年10月21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8名，由公司董

事长许泓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方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经认真审议，本次

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本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及正文》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年

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二、本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印发修

订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执行新

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会同本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备查文件：

1、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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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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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于2019年10月25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已于2019

年10月21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本次会议

的召开时间、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认真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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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将《2019年第三季

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公开对外信息披露。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年

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供投资者查阅。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是公司根据财政部

相关文件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涉及对以前

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执

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会同本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备查文件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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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

变更的议案》。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

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2019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通知

要求编制2019年度中期财务报表和年度财务报表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为规范非

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分别于2019年5

月9日、5月16日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企业会

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财政部于2019年9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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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

了修订，同时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9〕1号）废止，根据上述文件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

变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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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政策。

3、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执行财政部已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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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文件规定。

4、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

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

资产交换》（财会 〔2019〕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会

〔2019〕9号）、《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

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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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第一，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

会〔2019〕6号）及《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

〔2019〕16号）的相关规定，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

较数据进行相应调整：

1、资产负债表项目

（1）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两个

项目。

（2）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两个

项目；

（3）新增“应收款项融资”项目，反映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等。

2、利润表项目

（1）新增“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项目，反映企业因转让等

情形导致终止确认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而产生的利得或损失， 该项目应根据

“投资收益”科目的相关明细科目的发生额分析填列；如为损失，以“-”号填列；

（2）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反映企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的要求计提的各项金融工具信用减值准备所

确认的信用损失；

（3）将“资产减值损失” 、“信用减值损失”项目位置移至“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之后；

（4）将“减：资产减值损失”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列示）” ；

3、现金流量表项目

现金流量表明确了政府补助的填列口径，企业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

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均在“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填列。

4、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明确了“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项目的填列口径，反映企业发行在外的

除普通股以外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持有者投入资本的金额。

第二，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

（财会〔2019〕8号）的要求，修订后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和应适用其他准则的情形，明确了货币性资

产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资金的权利。

2、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换入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入资产符合资

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企业应当在换出资产满足资产终

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

3、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相关信息

披露要求等。

第三，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

〔2019〕9号）的要求，修订后的债务重组准则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在债务重组定义方面，强调重新达成协议，不再强调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债

权人作出让步，将重组债权和债务指定为《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范畴。

2、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明确了债权人初始确认受让

的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时的成本计量原则。

3、明确了债权人放弃债权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等。

4、重新规定了债权人、债务人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要求等。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要求进行

的变更，本次变更只涉及财务报表的列报和调整，不影响公司净资产、净利润等相关

财务指标。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

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经审核，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财政部印发修订的相关

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

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是依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 对公

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新会计政策的执行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我们同意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六、监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

文件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涉及对以前年度

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执行新

会计准则并变更相关会计政策。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