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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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锭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吟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吟珍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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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7,869,514.28 993,606,780.19 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26,114,838.80 675,868,436.24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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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47,349.01 12,927,233.16 -3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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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600,427.64 253,570,477.46 5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1,772,400.15 30,925,682.74 99.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6,128,854.20 27,187,088.89 10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8.74 4.83 增加3.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27 0.15 8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27 0.15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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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 -311,665.09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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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8,730.89 7,328,830.91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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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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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700.00 主要系对外捐赠所致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权益法下合资企业投资收益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464,809.64 -995,919.87

合计 2,633,921.30 5,643,54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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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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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公司 85,956,210 29.00 0 质押 51,856,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邦领国际有限公司 84,351,348 28.46 0 质押 51,170,000 境外法人

汕头市中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458,480 6.90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郑泳麟 9,253,677 3.12 0 无 境内自然人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5,244,960 1.77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泽瑶 4,298,000 1.45 0 无 境内自然人

揭阳市四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750,000 0.5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小明 1,396,000 0.47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锦旗 1,363,012 0.46 0 无 境内自然人

蔡伟娜 1,273,214

股东总数（户） 14212

0.43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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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公司 85,956,210 人民币普通股 85,956,210

邦领国际有限公司 84,351,348 人民币普通股 84,351,348

汕头市中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458,480 人民币普通股 20,458,480

郑泳麟 9,253,677 人民币普通股 9,253,677

汕头市和盛昌投资有限公司 5,244,960 人民币普通股 5,244,960

王泽瑶 4,2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98,000

揭阳市四方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7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50,000

陈小明 1,3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6,000

张锦旗 1,363,012 人民币普通股 1,363,012

蔡伟娜 1,273,214 人民币普通股 1,273,21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邦领国际有限公司之股东吴锭辉、汕头市邦领贸易有限公司之股东：

吴锭延、吴玉娜、吴玉霞，以上四人是一致行动人关系。

②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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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账款 136,191,055.88 95,824,912.36 42.12%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美

奇林玩具应收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24,109,018.53 10,898,066.84 121.22%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美

奇林玩具预付定金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978,635.28 5,192,291.52 -81.15%

主要系报告期内星奇文化的收购款收

回所致

应付账款 42,726,398.81 62,067,180.75 -31.16%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原材料货款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2,671,817.17 5,762,026.68 119.92%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玩具及模具预收

货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778,668.63 8,909,827.28 -35.14%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美

奇林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股本 296,382,800 211,702,000 39.29%

主要系股权激励回购注销以及2018年

度权益分派所致

资本公积 136,252,450.55 231,386,248.14 -41.11%

主要系股权激励回购注销以及2018年

度权益分派所致

未分配利润 252,890,502.68 194,403,802.29 30.09%

主要系报告期内2019年净利润增加所

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395,600,427.64 253,570,477.46 56.01%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营业成本 258,191,553.71 167,920,446.38 53.76%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研发费用 13,237,053.73 9,110,413.57 45.30%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销售费用 29,920,144.33 15,114,993.01 97.95%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财务费用 1,666,811.68 -2,490,342.49 -166.93%

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减少及短期

贷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187,446.99 632,007.26 87.89%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及应收

账款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0.00 1,855,844.96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理财产品购买减少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21,021.72 -29,871.12 -170.37%

主要系报告期内涉及资金收付资产处

置收益增加所致

其它收益 7,328,830.91 - -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贴收入增加及

核算科目不同所致

营业外收入 0.00 2,707,886.98 -100.00%

主要系报告期内政府补贴收入核算科

目不同所致

营业外支出 710,386.81 155,610.20 356.52%

主要系报告期内对外捐赠支出增加及

到期固定资产清理所致

所得税费用 10,159,144.81 4,550,019.82 123.28%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及利润

总额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61,772,400.15 30,925,682.74 99.74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56,128,854.20 27,187,088.89 106.45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8,947,349.01 12,927,233.16 -30.79%

主要系报告期内合并范围不同及预付

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02,469.59 -304,460,653.77 -98.75%

主要系报告期内购建固定资产减少、理

财产品赎回及对子公司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3,486,322.80 13,767,618.22 -270.59%

主要系报告期内现金分红减少及支付

股权激励投资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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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获得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于 2019� 年10

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9]� 192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880万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

的， 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要求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披露的《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

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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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 2018�年 8�月完成了收购美奇林的重大资产重组， 并于 2018�年 9�月起将美奇林纳入合并报

表范围。 随着与美奇林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日益凸显，公司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

相比，预计将有所增长。

此处涉及业绩预测的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敬请投资者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意

识，具体财务数据将以公司届时披露的数据为准。

公司名称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锭辉

日期 2019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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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负责人陈洪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文剑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夏玉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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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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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1,648,699.11 3,110,315,275.28 17.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41,074,465.74 965,814,917.16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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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34,242.55 183,957,810.31 -5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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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0,617,904.73 1,685,549,769.47 4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20,833,562.33 122,847,499.31 -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6,440,442.05 106,839,694.92 -0.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1.98 8.91 增加3.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338 0.7453 -1.5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248 0.7366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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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4,220.70 5,083,0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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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2,258.74 15,073,3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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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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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6,005.07 -2,408,9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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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37.66 -146,957.42

所得税影响额 -148,673.12 -3,207,365.37

合计 2,058,663.59 14,393,1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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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祖秋 18,963,676 11.42 18,963,676 质押 2,559,000 境内自然人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0 4.21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汽杰思（山南）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30,504 2.73 0 无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75,310 2.51 0 无 其他

冯美来 3,592,662 2.16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欧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39,200 1.83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陈洪泉 3,005,813 1.81 3,005,813 无 境内自然人

宋瑾 2,800,000 1.69 2,800,000 无 境外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2,601,898 1.57 0 无 其他

陈洪凌 36,802,672 22.16 36,802,672 质押 9,002,000 境内自然人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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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总数(户) 11,51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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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开元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

上汽杰思（山南）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30,504 人民币普通股 4,530,50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175,310 人民币普通股 4,175,310

冯美来 3,592,662 人民币普通股 3,592,662

上海欧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039,200 人民币普通股 3,039,2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

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601,898 人民币普通股 2,601,898

上海速必达电子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2,337,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7,900

周微娜 2,2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1,0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锐进

58期源乐晟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0,000

胡峻峰 1,575,750 人民币普通股 1,575,7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陈洪凌、张祖秋和宋瑾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并且是一致行动人；

2、上述股东中，宋瑾系陈洪凌之妻，陈洪泉系陈洪凌之弟；

3、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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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资产负债的变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

数占总资

产的比例

（%）

本年年初数

本年年

初数占

总资产

的比例

（%）

本期期末

金额较本

年年初数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636,867,220.73 17.39 930,517,733.18 29.92 -31.56

主要系本期现金支出较多

所致

应收账款 680,103,934.32 18.57 499,986,984.42 16.08 36.02

主要系增加并表公司保富

电子海外、MMS

存货净值 667,714,742.91 18.24 479,617,257.07 15.42 39.22

主要系增加并表公司保富

电子海外、MMS

固定资产 782,818,402.83 21.38 647,515,980.77 20.82 20.90

主要系增加并表公司保富

电子海外、MMS

短期借款 272,129,164.48 7.43 388,415,374.44 12.49 -29.94

主要系减少了一年内的流

动资金借款

应付账款 496,216,665.54 13.55 382,249,719.54 12.29 29.81

主要系增加并表公司保富

电子海外、MMS

长期借款 478,550,336.68 13.07 295,361,097.60 9.50 62.02

主要系本期新增长期借款

所致

长期应付款 450,846,149.79 12.31 334,946,940.88 10.77 34.60

主要系新增了一年期以上

的应付款

注： 上文所指 “DILL” 系Dill� Air� Controls� Products, � LLC；“PEX” 系PEX�

Automotive� systems� Kft.、TESONA� GmbH� ＆ CO.KG、PEX� Automotive� GmbH的合

称 ；“保富电子海外 ” 系Huf� Baolong� Electronics� Bretten� GmbH、Huf� Baolong�

Electronics� North� America� Corp. 的合称 ；“MMS” 系MMS� Modular� Molding�

Systems� GmbH

2、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2,360,617,904.73 1,685,549,769.47 40.05

营业成本 1,631,542,736.09 1,127,893,222.17 44.65

销售费用 196,440,983.35 125,263,291.18 56.82

管理费用 143,797,821.87 87,064,801.49 65.16

研发费用 186,331,405.72 108,836,626.15 71.20

财务费用 36,549,955.96 8,264,404.88 342.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434,242.55 183,957,810.31 -55.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7,971,599.43 -234,286,463.31 48.5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236,422.01 116,709,161.89 -36.39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新增海外并表公司PEX、保富电子海外、MMS，影响金

额为：633,483,360.97元。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随营业收入增加而增加。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新增海外并表公司PEX、保富电子海外、MMS，影响金

额为：54,860,748.27元。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新增海外并表公司PEX、保富电子海外、MMS、BHE，

影响金额为：57,973,010.91元。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借款增加而增加利息支出18,333,466.25元，同期利息

收入也增加7,131,048.05元，两者合计影响财务费用11,202,418.24元；另外收购DILL少数

股东股权分期付款带来未确认融资费用10,627,665.17元，而上年同期不涉及。

研发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新增海外并表公司PEX、保富电子海外、MMS，原并表

公司研发投入增加，二者的影响金额分别为：44,897,882.58元、32,596,896.99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净利润减少、DILL和保富德国存

货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报告期取得保富电子海外和MMS

支付的现金净额114,117,906.78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 主要系支付购买少数股东股权58,243,

700元,而上年同期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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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洪凌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3197

证券简称：保隆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43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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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2019年下半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对公司经营

无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9年10月29日，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预计的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正常经营交易行为， 交易定价合理、

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可以充分利用关联

方的优势资源，促进本公司相关业务的有效开展，未发现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本公司的独立

性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公司控股子公司Huf� Baolong� Electronics� Bretten� GmbH（以下简称“保富德国” ）

与其少数股东Huf� Electronics� Düsseldorf� GmbH（以下简称“霍富杜塞尔多夫” ）预计

2019年下半年拟开展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350万元，详见下表：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

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销售商品 霍富杜塞尔多夫 350万 0.10 292万

注：公司2019年1月开始将保富德国进行并表，上一年度无关联交易。 2019年上半年上

述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为292万元，在总经理审核权限之内。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Huf� Electronics� Düsseldorf� GmbH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托马斯·托马齐迪、罗塔尔·贝尔、迈克尔·苏佩

注册资本：25,000.00欧元

企业地址：奥博浩森大街22号，40472，杜塞尔多夫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测试和系列认证，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分销。

与公司关系：霍富杜塞尔多夫是公司有影响力的控股子公司持股10%以上的股东，该关

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五）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履约能力：该关联方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具有良好商业信用和经营能力，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财务数据：2019年6月30日或2019年1-6月份，德国杜塞尔多夫总资产8,668.18万欧元，

营业收入5，544.02万欧元。 除上述数据外，公司目前无法获取其他相关财务数据。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公

平、公正、等价、有偿等市场原则，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业务往来， 各自拥有公司生产经营

所需的资源和渠道优势，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及销量的提高，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

公司将根据现有实际情况，对公司日常性的关联交易，在规范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价格进

行公允的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存在的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的市场选择行为， 上述关联

交易均由交易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定价公允，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

发展。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形成不利影响，没有

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且占同类业务比例较低，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

造成损害和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97

证券简称：保隆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44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讯表

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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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9年10月19日以书面、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并于2019年10月29日以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这次会议的通知、召开及审议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同意对外报出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具体详见公

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预计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独立

董事关于预计公司2019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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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增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利利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

利利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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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9,992,

062.11

6,062,507,643.98 9.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16,363,

206.49

2,837,253,296.36 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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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094,659.35 7.14%

2,668,651,

159.20

9.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900,961.63 -6.98% 295,237,625.45 50.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9,784,624.23 -20.65% 151,664,656.74 0.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56,416,794.27 32.1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7.69% 0.45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15.38% 0.44 4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3%

减少0.49个百分

点

9.01% 增加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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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39,3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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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4,452.29

债务重组损益 -298,4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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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38,718.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081.2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6,334,745.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68,386.05

合计 143,572,968.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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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4% 69,929,488 0 质押 32,500,000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7.80% 56,595,00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2.29% 16,603,289 0

马洁 1.44% 10,426,800 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个

险分红

0.77% 5,599,949 0

交通银行－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

基金

0.76% 5,527,165 0

上海华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汯

格致精一私募投资基金

0.49% 3,564,800 0

梁继德 0.44% 3,207,350 0

王征锐 0.41% 3,000,000 0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24% 197,674,382 0 质押 78,000,000

股份状态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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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3,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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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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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197,674,382 人民币普通股 197,674,382

烟台国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9,929,488 人民币普通股 69,929,488

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6,5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595,00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16,603,289 人民币普通股 16,603,289

马洁 10,426,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26,8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

红－个险分红

5,599,949 人民币普通股 5,599,949

交通银行－华安宝利配置证券

投资基金

5,527,165 人民币普通股 5,527,165

上海华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汯格致精一私募投资基金

3,564,8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4,800

梁继德 3,207,350 人民币普通股 3,207,350

王征锐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前 3�名股东同为国有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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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册中，有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2886775股，持股比例为 1.78%；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股10920042股，持股比例为1.50%；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股10532492股，持股比例为1.45%；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7746093股，持股比例为1.07%；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7415887股，持股比例为1.0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6117729股，持股比例为0.84%。 将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账户

持股股东明细跟公司股东名册中的其他股东混合排序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

前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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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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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性金融资产比年初有较大变化， 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多所致；长

期应收款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报告期内回收长期应收款所致；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持有的万华化学股票价格变动所致；在建工程比年初有较大变

化，主要是报告期内购买设备增多所致；其他非流动资产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报告期

末预付设备、工程款增多所致；短期借款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报告期末母公司新增短

期借款所致；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母公司及

子公司偿还的借款所致；长期借款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长期借款增

加所致；资本公积比年初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报告期内部分可转债转增股本产生股本溢价

所致；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本期执行新金融资产准则，将万华

化学股票价格变动计入本科目所致；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本期处

置房地产所致；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所得税

费用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变化，主要是持有的万华化学股票价格变动而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费

用所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变化，主要是发行可转债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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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60030

9

万华化

学

2,

741,

388.51

公允价

值计量

269,

490,

491.01

155,

590,

079.84

0.00 0.00 0.00

151,

507,

765.86

425,

080,

570.8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2,

741,

388.51

--

269,

490,

491.01

155,

590,

079.84

0.00 0.00 0.00

151,

507,

765.86

425,

080,

570.8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

告披露日期

1998年10月28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

告披露日期（如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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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6 30,206 0

合计 30,206 3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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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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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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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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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增群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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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59

冰 轮 环 境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司代码：

603398

公司简称：邦宝益智

广东邦宝益智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197

公司简称：保隆科技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