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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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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代码：

601872

公司简称：招商轮船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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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谢春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胜洲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翟文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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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208,378,450.50 49,955,553,366.07 6.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1,186,696,924.95 20,262,118,427.24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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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4,484,066.31 1,340,221,415.52 1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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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7,058,238.83 7,318,988,426.06 33.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22,557,014.83 439,917,588.42 6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82,351,786.43 229,710,498.94 197.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8 1.66 增加1.8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04 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80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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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393.52 3,774,5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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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874.62 12,308,206.5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9,535,242.81 25,477,9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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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1,385,033.83 3,553,679.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

后）

所得税影响额 658,325.50 -4,909,100.32

合计 7,560,266.34 40,205,22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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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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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3,292,872,807 54.28 767,154,545 无 国有法人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912,886,426 15.05 无 国家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

005L－FH002沪

110,190,216 1.82 无 国有法人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48,403,329 0.80 无 境外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970,394 0.76 无 其他

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自有资金

41,377,238 0.68 无 其他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32,297,936 0.53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219,940 0.43 无 其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26,118,009 0.43 无 其他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精英之淡水泉

26,117,194 0.43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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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2,525,718,262 人民币普通股 2,525,718,262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912,886,426 人民币普通股 912,886,42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 红 － 个 人 分 红 －005L －

FH002沪

110,190,216 人民币普通股 110,190,216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48,403,329 人民币普通股 48,403,32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5,970,394 人民币普通股 45,970,394

富邦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41,377,238 人民币普通股 41,377,238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32,297,936 人民币普通股 32,297,93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6,219,940 人民币普通股 26,219,94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6,118,009 人民币普通股 26,118,009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

精英之淡水泉

26,117,194 人民币普通股 26,117,1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石化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一

致行动人。

其它股东之间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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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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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报告期末余额452,553.70万元，比年初增加10.85%，主要因报告期内经

营活动现金流入和银行借款增加；

（2）预付款项：报告期末余额54,686.51万元，比年初增加21.36%，主要因本期增加了

油轮船队预付船舶脱硫洗涤塔款；

(3)�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余额192,531.39万元，比年初增加47.54%，主要因本期向下

属联营企业China� VLOC�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项目的股东有息借款增加；

(4)�存货：报告期末余额94,073.53万元,比年初减少7.6%，变化不大，下降主要因9月燃

油加油量同比较少，船存燃油数量减少以及燃油价格期末较低综合影响所致；

(5)�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余额4,679.98万元，比年初增加109.40%，主要因本期支付

待摊销的船舶保险费用增加；

(6)�在建工程：报告期末余额33,917.36万元，比年初减少80.27%，主要因本期末3艘在

建VLOC、4艘VLCC船舶和2艘800车位滚装船投入运营，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

(7)�短期借款：报告期末余额819,182.00万元，比年初增加25.75%，主要因坞修费用摊

销；

(8)�应付账款：报告期末余额163,795.82万元，比年初增加21.76%，主要因由于船队规

模扩大，应付的物料、备件、港口费、燃油等船舶成本上升；

(9)�预收账款：报告期末余额29,995.06万元，比年初增加24.57%，主要因预收的租金和

代管船舶的坞修备用金增加；

(10)�其他应付款：报告期末余额55,100.66万元，比年初减少81.78%，主要因本期偿还

关联方往来借款；

(11)�长期借款：报告期末余额1,578,332.06万元,比年初增加22.98%，主要因本期末较

年末新增9条船舶运力，增加银行借款支付船舶建造款；

(12)�营业收入：报告期发生额980,705.82万元，比上期增加33.99%，主要因报告期内运

力增加，VLCC/VLOC同比增加3艘/4艘以及油轮市场回暖，运费率上升;

(13)�营业成本：报告期发生额259,536.93万元，同比增加28.49%,� 主要因报告期内船

舶运力增加各项航次成本上升;

(14)�管理费用：报告期发生额35,936.4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9.18%，主要因公司及

船队规模扩大；

(15)�投资收益：报告期发生额25,549.3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0.70%，主要因联营公

司CLNG公司运力较上年同比增加6艘LNG船；

(16)�财务费用：报告期发生额68,826.1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5.57%，主要因船队规

模扩大、银行借款同比增加；

(17)�所得税费用：报告期内发生额3973.26万元，较上年减少21.62%，主要因本期母公

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1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额310,448.4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131.64%，主要因本报告期内运力增加以及油轮平均运费率上升；

(1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额-328,854.08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27.54%，主要因报告期内支付船舶进度款增加；

(2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报告期发生额-8621.75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减少

103.93%，主要因报告期内偿还关联方往来借款以及现金分红等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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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进展情况。2019年7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 董事会同

意将股票期权计划的授予日定为2019年7月18日，于授予日向120名激励对象授予5,291.40

万份股票期权。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完成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详情请参

阅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2]、[074]）。

（2）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项目进展情况。 2019年9月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公司将在收到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详情请

参阅公司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0]）。

（3）报告期，公司共接收1艘30.8万载重吨级的超级油轮（“VLCC” ）。 截至本报告期

末，本公司拥有营运中的VLCC� 52艘，订单1艘。 详情请参阅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

号：2019� [079]）。

（4）公司经营情况简要分析

报告期，受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制裁、OPEC+减产等因素影响，原

油运价波动较大，受益于市场供求关系改善及短期波动剧烈，VLCC油轮市场平均运费率同

比明显上升，三季度总体淡季不淡。 前三季度，公司油轮船队实现营业收入44.49亿元，同比

增加13.82亿元，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683.90万元 （去年同期亏损28,000.46万

元）。

国际干散货运输市场三季度显著回升。 2019年前三季度BDI指数均值分别为798点、

995点、2030点，1-9月均值1285点，同比下降5%。 第三季度主要受到好望角型和巴拿马型

船市场大幅回升带动，升幅明显。 前三季度，本公司散货船队实现营业收入38.09亿，同比增

加6.92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38,405.6万元，同比减少13,036.54万元，减少25.34%。

报告期本公司滚装船队实现营业收入9.16亿，同比增加657.68万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2,311.51万元（去年同期归母净利润5,556.28万元）。

报告期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口径实现营业收入98.07亿元，同比上升40%；实现利润总额

7.76亿元，同比增加89%；净利润7.36亿元，同比增加105%；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3亿

元，同比增加64.25%。剔除本期与上年同期收到的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不可比因素后，2019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82亿元，同比增加197%。

(5)�会计政策变更。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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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2019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

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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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会

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2018年末合并报表

应收票据据及应收账款为2,080,881,572.30元，拆分为应收票据33,928,576.44元、应收账

款2,046,952,995.86元；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为 1,345,231,334.55� 元，拆分为应付票据

0�元、应付账款1,345,231,334.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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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春林

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9[086]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本公司” ）2019年10月23日以电子邮

件、传真和书面送达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书面发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以书面审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12名，实际参加董事12名。 会议召开的时间、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加会议的董事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审议《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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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9年9月19日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

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变更公司财务报表的列报格式。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发布的《招商轮船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

[088]号。

表决情况：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张良、曲毅民、吴树雄、权忠光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9[087]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

于2019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等方式书面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

以书面审议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会主席曹鸿先生、监事蒋红梅女士、职工监事余佳勃先生审议了会议议案并

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监事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全体监事对《招商局能源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反映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3）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时，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公司工作人

员存在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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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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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2019年9月19日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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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872

证券简称：招商轮船 公告编号：

2019[088]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公司” ）的总资产、总负债、净资产和净利润不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和时间

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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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019年9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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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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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公司拟根据财政部上述通知变更公司财务报表的列报格式。 根据上述变更， 本公司

2018年末合并报表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为2,080,881,572.30元，拆分为应收票据 33,928,

576.44元、 应收账款 2,046,952,995.86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为 1,345,231,334.55�

元，拆分为应付票 据 0�元、应付账款 1,345,231,334.55�元。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本公司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公

司按照准则规定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期报表。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进行的合

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变更后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2019年4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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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2019年9月19日

《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进行的合理变

更，符合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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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878

证券简称：元隆雅图 公告编号：

2019-047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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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孙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边雨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艳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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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5,798,799.62 1,005,724,241.48 1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54,359,899.47 605,040,729.16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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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862,944.23 48.89% 1,028,164,875.40 51.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364,271.97 19.28% 82,045,566.95 2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015,888.46 30.37% 77,908,881.82 26.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51,908,268.66 425.03% -9,687,770.45 -417.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13.33% 0.63 18.8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13.33% 0.63 18.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0.10% 13.04%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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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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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3,914.5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67,967.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623.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851,905.6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7,244.14

合计 4,136,685.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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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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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隆雅图 （北

京） 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4.32% 57,800,000 57,800,000 质押 3,536,000

孙震 境内自然人 14.58% 19,017,353 19,017,353 质押 3,002,710

李素芹 境内自然人 4.43% 5,780,000 5,780,000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鹏

华新兴产业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9% 3,511,303 0 0

王威 境内自然人 2.15% 2,807,197 2,601,000 质押 1,758,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华

夏经济转型股

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5% 1,892,304 0 0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二零三

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0% 1,829,950 0 0

鹏华基金－建

设银行－中国

人寿－中国人

寿委托鹏华基

金公司混合型

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7% 1,791,064 0 0

杨平生 境内自然人 1.18% 1,544,327 0 0

刘迎彬 境内自然人 1.05% 1,367,0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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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新

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511,303 人民币普通股 3,511,30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经

济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892,304 人民币普通股 1,892,30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三组合 1,829,950 人民币普通股 1,829,950

鹏华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

寿－中国人寿委托鹏华基金公司

混合型组合

1,791,064 人民币普通股 1,791,064

杨平生 1,544,327 人民币普通股 1,544,327

刘迎彬 1,367,081 人民币普通股 1,367,08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1,152,140 人民币普通股 1,152,14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科

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23,570 人民币普通股 923,570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821,901 人民币普通股 821,901

林燕 473,900 人民币普通股 473,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其中，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基金－建设

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鹏华基金公司混合型组合同为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基金；华夏经济转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华夏科技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同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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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报告期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比上年度期末增减变动超过30%的主要项目如下：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率 变动原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23,183,959.00 -100.00% 本期已收回

预付款项 33,859,187.05 14,003,144.66 141.80%

本期收入增加， 备货也相应增加，

支付的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5,107,077.28 10,853,707.85 39.19%

投标保证金增加，以及谦玛合并增

加

存货 133,347,386.56 44,989,189.21 196.40%

本期冬奥会、雀巢嘉宝、中信银行

等项目备货及待结算存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97,083,522.73 20,196,473.27 380.70% 主要为保本理财产品增加

短期借款 158,754,711.86 600,000.00 26359.12%

本期收入增加， 资金需求增加，相

应银行贷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8,184,867.86 31,319,178.32 -41.94% 本期支付上期计提奖金

其他应付款 72,743,449.90 110,046,028.66 -33.90% 支付第二期谦玛股份收购款

递延收益 - 2,200,000.00 -100.00%

动漫北京项目验收通过，转入其他

收益

2、年初到本报告期末，公司合并利润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项目如下：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营业总收入

1,028,164,

875.40

678,797,863.57 51.47%

核心客户收入增加，以及谦玛合并

增加

营业成本 792,074,363.06 509,783,861.07 55.37% 收入增加，成本相应增加

管理费用 26,588,618.91 20,068,975.77 32.49% 主要为谦玛合并增加

研发费用 36,120,122.54 22,895,821.93 57.76% 主要为谦玛合并增加

财务费用 4,844,006.42 -876,429.24 -652.70%

主要为本期银行贷款利息及筹资

费用增加

其他收益 5,753,588.99 2,827,033.45 103.52%

动漫北京项目验收通过以及谦玛

合并增加

投资收益 667,967.34 4,209,950.59 -84.13% 本期保本理财减少，收益减少

3、年初到本报告期末，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减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项目如下：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率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18,044,829.18

887,949,

688.97

59.70%

上年度期末应收账款收回，本

期收入增加，以及谦玛合并增

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1,333,811.10

2,955,

272.91

283.51% 出口收入增加，退税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584,320.34

5,886,

603.17

96.79% 主要为谦玛合并增加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49,230,660.06

752,475,

777.33

66.02%

收入增加， 相应支付供应商货

款较大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8,895,149.67

53,581,

348.62

47.24% 本期支付上期计提奖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548,217.48

50,806,

420.67

48.70% 主要为谦玛合并增加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44,800,000.00

396,000,

000.00

-38.18% 本期保本理财减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的现金

5,182,570.04

7,571,

206.21

-31.55%

较上期新办公室装修及新购固

定资产减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99,798,934.27

4,000,

000.00

4894.97

%

本期收入增加，资金需求增加，

相应银行贷款增加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1,644,222.41

3,000,

000.00

1288.14

%

偿还银行贷款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53,045,205.36

30,699,

573.84

72.79% 支付股利及银行贷款利息增加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99,599,790.39 876,681.14

11261.01

%

子公司应收账款商业保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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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公司结合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对“创意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进行延

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从2019年6月延期至2021年6月30日。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 2019年 8�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议案》，同意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创意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1�年 6�

月 30�日。

2019年08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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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20,000,

000.00

0.00 0.00 23,183,959.00 3,183,959.00 0.00 自有资金

其他

15,000,

000.00

0.00 0.00

15,000,

000.00

0.00

15,000,

0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35,000,

000.00

0.00 0.00

15,000,

000.00

23,183,959.00 3,183,959.00

15,000,

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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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0 6,000 0

券商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3,000 3,000 0

合计 9,45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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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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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见 2019年8�月 2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网上的

《002878元隆雅图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20190829》

2019年09月12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情请见 2019年9�月12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网上的

《002878元隆雅图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20190912》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震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878

证券简称：元隆雅图 公告编号：

2019-048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10月29日，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8日以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公司董事应到7人，实到7人，符

合法定人数。 公司部分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震主持。

二、决议情况

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和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玛网络” ）股东刘迎彬、程振华的通知，

刘迎彬拟将其个人直接持有的谦玛网络全部股权转让给由其本人和其配偶出资设立的公司，程振华拟将其个

人直接持有的谦玛网络全部股权转让给由其本人出资设立的公司。 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对上述股权

享有在同等条件和价格下的优先购买权。

根据公司2018年9月与刘迎彬、程振华等谦玛网络原股东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和《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公司将在谦玛网络完成2018-2020年业绩承诺的条件下，收购谦玛网络40%少数股权。 谦玛网络本

次股权转让，系在刘迎彬、程振华不改变持股比例前提下，由个人直接持股变为个人通过全资公司间接持股，

谦玛网络的股权结构没有发生实质变化。 基于此，公司拟同意放弃本次谦玛网络股权优先购买权，并授权公司

总经理及其指定代表，配合办理谦玛网络股权变动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订公司章程修订案、工商变更

文件等。

放弃谦玛网络股权优先受让权，不会导致谦玛网络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影响，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获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878

证券简称：元隆雅图 公告编号：

2019-049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优

先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

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玛网络” ）系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元隆雅图” ）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1,2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720万元，持股占比60%；刘迎彬

出资376.26万元，持股占比31.355%；程振华出资103.74万元，持股占比8.645%；

为统筹管理个人资产，刘迎彬拟将其持有的谦玛网络16.355%股权转让给上海尧强（以下简称“上海尧

强”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刘迎彬持股100%的有限责任公司；将剩余持有的15.000%股权转让给

上海迦恒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迦恒” ），该公司为刘迎彬持股60%、刘迎彬配偶王霞持股40%的

有限责任公司。

程振华拟将其持有的谦玛网络8.645%股权转让给上海鸿石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鸿石

鎏” ），该公司为程振华持股100%的有限责任公司。

刘迎彬、王霞及程振华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

1、未经元隆雅图书面许可，不会向任何第三方直接或间接转让其持有的上海尧强、上海伽恒和上海鸿石

鎏股权，亦不会向任何第三方委托管理其持有的上述股权；

2、未经元隆雅图书面许可，上海尧强、上海伽恒和上海鸿石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直接或间接转让其各自

持有的谦玛网络股权，亦不得向任何第三方委托管理其持有的谦玛网络股权；

3、承诺人以及上海尧强、上海伽恒、上海鸿石鎏将继续履行于2018年9月签署的《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和《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涉及承诺人的全部义务。

根据《公司法》有关规定，公司对上述股权享有在同等条件和价格下的优先购买权。

鉴于谦玛网络的上述股权转让并未实质改变谦玛网络的股权结构，2019年10月29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优先购

买权的议案》，同意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谦玛网络4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 （201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议案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购买权事宜不涉及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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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情况

（一）交易双方

1、出让方

①姓名：刘迎彬

身份证号：372922198503******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岚皋路555号品尊国际大厦A座

②姓名：程振华

身份证号：360281197912******

联系地址：上海市普陀区靖边路199弄22号104室

2、受让方

①名称：上海尧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江南大道1333弄11号楼2345室(临港长兴科技园)

法定代表人：刘迎彬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9日

经营范围：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

测验),网络工程。

②名称：上海迦恒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柳园路556号5幢一层

法定代表人：刘迎彬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02月21日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

民意测验),计算机网络工程,销售:服装、鞋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饲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易制毒化学品)、数码产品。

③名称：上海鸿石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柳园路556号5幢一层

法定代表人：程振华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9年3年13日

经营范围：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

民意测验),计算机网络工程,销售:服装、鞋帽、电子产品、家用电器、饲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

品、民用爆炸物品、烟花爆竹、易制毒化学品)、数码产品。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谦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6月1日

注册资本：1,20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南翔镇银翔路 515�号 903�室

法定代表人：孙震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从事网络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软件开发，企业营销策划，公关活动组织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创意

服务。

股东结构（本次变更前）：元隆雅图出资720万元，持有60%的股权；刘迎彬出资376.26万元，持有31.355%

的股权；程振华出资103.74万元，持有8.645%的股权。

2、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万元

科目 2019�年 6�月 30�日/2019�年 1-6�月 2018�年 12�月 31�日/2018�年度

资产总额 9,984.91 10,035.35

负债总额 5,260.51 4,116.05

净资产 4,724.40 5,919.31

营业收入 11,400.80 18,326.83

利润总额 1,773.09 3,914.14

净利润 1,605.10 3,643.28

3、股权转让定价、交易条件及受让情况

刘迎彬同意由上海尧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承接本人在谦玛网络16.355%的股权， 股权转让交易价格

为212.615万元，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 同意上海迦恒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承接本人在谦玛网络15.000%

的股权，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195万元，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

程振华同意由上海鸿石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承接本人在谦玛网络8.645%的股权， 股权转让交易价格为

112.385万元，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

三、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仍保持对谦玛网络的实际控制权，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谦玛网络仍由刘迎彬、

程振华等人组成的管理团队运营管理，刘迎彬、程振华持有谦玛网络的权益没有实质变化。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

权不会影响公司在谦玛网络的权益，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权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此次放弃控股子公司谦玛网络40%股份的优先购买权将不会改变公司持有谦玛网络

的股权比例，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化，对公司在谦玛网络的权益没有影响，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

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公司放弃此次对谦玛网络股份的优先购买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因此，同意公司放弃本次控股子公司谦玛网络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五、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4、承诺函（刘迎彬、程振华）

5、股权转让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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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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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10月29日，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8日以邮件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公司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符合

法定人数。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娅主持。

二、决议情况

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应了公司的实际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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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100%。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和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及发布的最新会计准

则进行的合理变更，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9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3、《公司2019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特此公告。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878

证券简称：元隆雅图 公告编号：

2019-051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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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

“财政部” ）修订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以下简称

“修订通知” ），对合并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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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1、 变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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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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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按照

该文件的规定对原会计政策进行了相应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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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根据《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的列

报：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和“应收款项融资”

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中新增“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

2.合并利润表

将合并利润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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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合并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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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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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会审议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生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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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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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公司无其他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依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 版）的通知》（财会〔2019〕16� 号）文件的要

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格式和部分科目列示进行调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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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无其他重大影响，不涉及以往年度的追溯调

整，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