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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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冠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永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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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23,791,091.42 29,929,632,261.71 -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095,596,207.03 12,161,580,758.82 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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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1,632,873.74 -12.02% 15,142,207,115.21 -1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06,593,626.30 55.33% 827,291,298.53 104.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8,815,254.26 -72.75% 407,947,171.86 24.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67,638,347.37 -175.63% 191,917,358.81 119.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50.00% 0.25 108.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50.00% 0.25 108.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上升0.52个百分点 6.66% 上升3.17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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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013,564.9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5,973,9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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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951,293.05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12,800,000.00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30,659.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120,201.7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613,873.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99,774,769.4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9,544,221.23

合计 419,344,126.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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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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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 1,233,469,915.89 - 公司本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期末应收票据

余额在应收款项融资列报；应收票据较期初减

少主要系公司年终催收货款， 存量票据增加，

报告期内陆续背书支付货款等导致存量票据

减少；

应收款项融资 781,421,679.68� - -

应收账款 2,173,966,007.00 1,649,705,897.79 31.78%

主要系公司化工业务销售政策引起，年底时大

力催收货款，应收账款处于低位，年中时应收

账款处于高位所致；

预付款项 1,152,881,952.78 846,698,047.17 36.16%

主要系供应链业务及油服业务形成的预付款

项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361,940,943.65 726,396,067.94 -50.17% 主要系收回应收暂付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347,158,504.98 259,462,912.01 33.80%

主要系融资租赁公司开展业务形成的一年内

到期的长期应收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334,258,730.06 232,676,487.86 43.66%

主要系融资租赁公司开展业务形成的长期应

收款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550,169,777.33 398,636,809.41 38.01%

主要系本期新增合营、联营企业浙江传化绿色

慧联物流有限公司和山西能投传化物流供应

链有限公司所致；

在建工程 1,630,509,252.42 1,098,180,586.15 48.47%

主要系公路港及印染助剂项目工程持续投入，

尚未完工转固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806,759,351.41 1,632,384,723.99 -50.58%

主要系取得土地使用权权证后， 根据规划用

途，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所致；

短期借款 2,323,901,592.12 4,106,300,189.31 -43.41% 主要系归还到期借款所致；

应付票据 335,367,977.94 161,413,471.71 107.77%

主要系公司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支付货款增加

所致；

应付账款 1,207,753,960.46 2,286,677,862.46 -47.18% 主要系供应链业务应付账款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211,971,809.69 390,491,114.81 -45.72% 主要系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291,755,171.19 1,863,989,991.34 -30.70% 主要系归还暂借款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544,190,149.46 1,651,129,711.45 -67.04% 主要系归还到期借款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515,221,698.10 - -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行5亿短期融资券所致；

长期借款 1,308,913,860.00 1,002,164,065.00 30.61% 主要系下属公司本期增加项目贷款所致；

应付债券 3,109,265,736.59 2,049,478,315.22 51.71%

主要系公司本期发行10亿北交所债权融资产

品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1,836,093,978.42 1,311,311,070.69 40.02%

主要系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增资传化

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本期收到其投资款10亿元

所致；

利润表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收益 161,522,143.47 18,015,669.77 796.56%

主要系下属公司处置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形

成的投资收益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03,580,379.92 9,362.45

2174334.9

0%

主要系子公司杭州传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根

据搬迁进度确认拆迁补偿款所致；

现金流量表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

191,917,358.81 -986,557,603.42 119.45%

主要系主营业务实现销售收到的现金及采购

支付的现金净流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

-851,631,783.59

-2,264,906,

270.82

62.40%

主要系支付工程款、土地款等投资支出支付的

现金同比减少，投资支付以及取得子公司支付

的现金同比减少等原因综合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

流量净额

-705,622,904.88 2,942,555,025.98 -123.98%

主要系公司偿还到期债务增加、融资流入资金

减少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净增加额

-1,363,108,529.29 -305,322,303.65 -346.45%

主要系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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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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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1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2019�年 1�月 22�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传化智联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19年01月2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2019�年 1�月 24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的《传化智联投资者关系

活动记录表》

2019年02月27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3月06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3月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9年03月28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4月08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4月12日 电话沟通 其他 -

2019年04月1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9年04月24日 电话沟通 其他 -

2019年04月2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9年04月29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5月06日 电话沟通 其他 -

2019年05月0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9年05月10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5月10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2019�年5月10�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传化智联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19年05月1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2019�年5月16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传化智联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19年05月2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公司 2019�年5月23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的《传化智联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

2019年07月02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7月1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9年07月19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7月3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9年08月0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9年08月19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9月02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2019年09月0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

2019年09月12日 电话沟通 机构 -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冠巨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

2019-070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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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已于2019年10月20日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董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

三季度报告正文》。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

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

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的公告》。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

2019-071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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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于2019年10月20日通过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各监事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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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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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可行权条件进行核实后，一致认为：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

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第三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的138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统一行权的方式

进行行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的决议，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及《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同意公司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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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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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符合本次行权条件的138名激

励对象本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共计309.72万份，行权价格为15.09元/份。

2、本次行权采用统一行权模式。

3、 本次可行权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公司股份仍具备上市条件。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7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以及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且认为激励对象名单符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2017年9月2日至2017年9月11日， 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7年9月14日，公司公告披露

了《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17年9月19日， 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7年10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议案》。同意确定以2017年10月11日为授予日，授予184名激励对象1,378万股股

票期权。

6、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于2017年11月16日

完成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传化JLC3，期权代码：037753。

7、2018年8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及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因

公司进行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5.24元调整为15.19元。 公司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184名调整至165名，股票期权数量由1,378万份调整至1,235万份。

8、2019年7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因公

司进行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5.19元调整为15.09元。 公司第三期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165名调整至142名，股票期权数量由1,235万份调整至1,054.52万份。

9、2019年10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公

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确定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已满足；由于公司第三期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公司决定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内所涉及的14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19.20万份。

二、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1、等待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自授予日即2017年10月11日起

满12个月后分三期行权，每个行权期的比例分别为30%；30%；40%，其中自授权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授权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为第二个行权期，可申请行权的比例为所获总量的30%。 截

至2019年10月11日，公司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的第二个等待期已届满。

2、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达成情况说明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行权条件 符合行权条件说明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

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

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行权条件。

公司业绩考核目标：

传化智联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156.87亿元； 且传化物流的

净利润不低于5.60亿元，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4.51亿元；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

司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195.19亿元， 传化物流

的净利润7.30亿元， 扣非后净利润6.03亿元；满

足行权条件。

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第三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司将根据前一考核年度内激励对象所在部门/业

务单元的组织绩效结果确定当年是否行权。 未完成组织绩效指标或被

评价为C或D的业务单元，则整个单元全体激励对象当期不能行权。 同

时， 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 （A）、（B）、（C）和

（D）四个档次，若激励对象上一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A）／（B）

／（C），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达标” ；若激励对象上一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D）， 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

“不达标” 。

若激励对象考核“达标” ，则激励对象可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比

例分批次行权。 若激励对象考核“不达标” ，则公司将按照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其相对应行权期所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即被取消。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所有激励对

象中4人所在组织单位2018年度组织绩效考评

结果为“C” ，不能行权；1人2018年度个人业绩

考核结果为“C” ，行权比例为80%。

综上所述，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已满足，可以行权。 本期实施的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与已披露的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三、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安排

（1）行权期限

行权期限为2019年10月28日至2020年10月10日。

（2）行权股票的来源

股票期权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股票。

（3）行权价格

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5.09元/份。若在行权前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或缩股、派息、配股、增发等事项，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4）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及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

职务 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份数（万份）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138人） 309.72

合计（138人） 309.72

注：

a.对于上表所列的本期可行权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实际确认数为准。

b.《公司第三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名单》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本次行权采用统一行权模式

（6）可行权日：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的规定，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

日。 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①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三十日内， 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 自原预约公告日前三十日起

算，至公告前一日；

②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日内；

③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

日，至依法披露后二个交易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四、行权专户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计划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所募集资金将存储于行权专户，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安排和缴纳方式

激励对象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资金由激励对象自行承担，所得税的缴纳采用公司代扣代缴的方式。

六、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方式

根据《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激励对象必须在规定的行权期内行权，在第二个行权

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未行权或未全部行权的股票权，不得转入下个行权期，该部分股票期权自动失效，由公司

注销。

七、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和上市条件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股权结构不产生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激励期

权第二个行权期结束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八、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实施对公司当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如果本次可行权的309.72万份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预计公司净资产将因此增

加4,673.68�万元，其中：总股本增加309.72万股，计309.72万元，资本公积增加4,363.96万元，综上，本期可行

权的股票期权若全部行权并假定以2018年相关数据为基础测算，2018年基本每股收益将下降0.0002元/股，

股票期权的行权对每股收益的影响较小。

（二）选择统一行权模式对股票期权定价及会计核算的影响

公司在授权日采用布莱克—斯科尔期权定价模型（Black-Scholes� Model）确定股票期权在授权日的

公允价值，根据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方法，在授予日后，不需要对股票期权进行重新估值，即行权模式的选择

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造成影响。

由于在可行权日之前，公司已经根据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费用，

同时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其他资本公积。 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同时将等

待期内确认的“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转入“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行权模式的选择不会对上述会计

处理造成影响。 即股票期权选择统一行权模式不会对股票期权的定价及会计核算造成实质影响。

九、参与激励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告日前6个月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本次激励对象中不包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十、相关核查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及《公司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未

发生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公司本次可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

格合法、有效，未发生《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

公司对第三期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可行权期的行权安排（包括行权条件、行权价格、行权期限等事

项）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承诺不向本次行权的激励对象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本

次行权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可行权期内行权的安排。

2、监事会核查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是否符合可行权条件进行核实后，一致认为：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可行权的激励对象行权资格合法、有效，满足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行权条件，公司

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事项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第三期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的138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统一行权的方式进行行权。

3、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

关于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事宜，公司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第4

号》及《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十一、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相关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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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

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有关事项详细如下：

一、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7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2、2017年8月3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以及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且认为激励对象名单符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2017年9月2日至2017年9月11日， 公司对本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接到与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17年9月14日，公司公告披露

了《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17年9月19日， 公司召开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

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17年10月11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对象名单及期权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事项的议案》。同意确定以2017年10月11日为授予日，授予184名激励对象1,378万股股

票期权。

6、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于2017年11月16日

完成了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期权简称：传化JLC3，期权代码：037753。

7、2018年8月17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激励对象和期权数量及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因

公司进行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5.24元调整为15.19元。 公司第三期股

票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184名调整至165名，股票期权数量由1,378万份调整至1,235万份。

8、2019年7月1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时）会议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注销部分期权的议案》，因公

司进行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由15.19元调整为15.09元。 公司第三期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人数由165名调整至142名，股票期权数量由1,235万份调整至1,054.52万份。

9、2019年10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关于公

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的议案》，确定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条件已满足；由于公司第三期股票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公司决定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内所涉及的14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19.20万份。

二、本次注销情况，

由于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为2018年10月30日至2019年10月10日）已到期，根

据《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决定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

内所涉及的14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予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19.20万份。

三、本次注销部分期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将继续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四、相关核查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的决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及《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同意公司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

2、监事会核查情况

公司关于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股票期权注销的决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4号：股权激励》及《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

关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同意公司注销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部分期权。

3、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

关于本次激励计划注销部分已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事宜，公司已履行的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备忘录

第4号》及《第三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相关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日

股票代码：

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智联 公告编号：

2019-075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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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

时）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股票上市

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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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根据上述相关文件的修订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变更。

（二）变更内容

1、本次会计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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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2019年印发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

知》（财会[2019]16�号）的要求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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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变更时间

按照《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规定的起始日期开始执

行新会计政策。

（四）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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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的要求，公司将对会计

政策进行如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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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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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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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

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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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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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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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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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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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皮展、总裁应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爱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晓

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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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5,347,060.61 4,509,445,358.47 1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817,559,622.47 3,420,684,395.47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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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258,734.16 24,833,375.14 -51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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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769,473.91 800,885,863.12 8.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937,158.49 103,786,005.01 -7.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1,882,198.49 106,526,152.55 -5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503 2.9016 减少0.25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5 0.086 -7.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5 0.086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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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553.89 68,910,7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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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800.00 1,266,800.00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84,445.00 -444,9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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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767.79 10,611,736.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15,133.05 -1,211,762.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2,213.96 -22,016,172.81

所得税影响额 -567,020.43 -13,061,441.46

合计 1,637,737.16 44,054,9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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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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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247,371,229.64 178,253,679.51 38.77%

主要是本期销售增加

所致

固定资产 362,764,580.37 221,045,533.21 64.11%

主要是赣南海欣在建

工程转固定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 127,432,745.54 240,967,784.51 -47.12%

主要是赣南海欣在建

工程转固定资产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251,590,949.02 904,527,010.40 38.37%

主要是长江证券股价

上升所致

项目

本报告期

（2019年7-9月）

上年同期

（2018年7-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4,160,223.93 2,759,183.50 50.78%

主要是本期研发费用

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023,354.75 -264,252.34 不适用

主要是本期海欣老厂

区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项目

本报告期

（2019年7-9月）

上年同期

（2018年7-9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445,429,780.14 184,038,468.95 142.03%

主要是本期大宗贸易

采购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20,244,870.55 74,496,618.64 61.41%

主要是本期销售服务

推广费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52,424,462.31 9,050.00 579175.83%

主要是本期赣南海欣

老厂区资产处置增加

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

42,629,839.02 22,556,653.91 88.99%

主要是海欣智能产业

园投资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512,796.35 15,000,000.00 170.09%

主要是本期借款发生

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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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上海海欣长毛绒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的议案》、《关于保定海欣长毛绒有限公司以资产向公司偿债暨公司以资产出资设立新工厂的议案》。

2019年9月4日，上海海欣长毛绒有限公司已完成增资的工商变更手续，变更后，上海海欣长毛绒有限公

司的注册资本为22,417.0777万元人民币。

2019年9月，公司以资产出资2,076万元人民币，与上海黎之蔻实业有限公司、周雪芳共同出资4,076万元

于江苏省泗阳县设立泗阳海欣依可贝尔纺织有限公司， 公司持有泗阳海欣依可贝尔纺织有限公司50.93%股

权。 该公司已于9月18日完成工商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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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皮展

日期 2019年10月28日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51

公司简称：海欣股份

900917

海欣

B

股

证券代码：

0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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