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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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张骏、总经理王坊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炳信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荔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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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544,478.30 3,978,522,286.06 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7,807,616.95 1,864,183,657.47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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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29,684.53 205,514,012.80 -1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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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573,330.27 359,789,731.93 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940,548.45 96,597,117.44 -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6,645,409.93 96,450,035.68 -1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64 5.42 减少0.7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8 0.097 -9.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8 0.097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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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43.98 -13,745.06 处置车辆等固定资产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36,821.92 结构性存款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150,643.16 1,227,514.2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210.87 4,210.87

所得税影响额 40,186.26 40,336.53

合计 -119,390.01 1,295,13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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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预付账款 4,649,233.91 2,669,113.80 74.19

主要为福清风电预付电网关口电费、

平潭风电预付电气设备款、 公司预付

并购重组中介费用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60,823,289.22 不适用

主要为公司合资设立福建省充电设施

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以及确认

投资收益所致

在建工程 822,467,494.33 518,789,485.16 58.54

主要为福清风电、 平潭新能源在建项

目投资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745,305.46 994,364.09 578.35

主要为本期应收款项计提坏账， 确认

对应递延所得税资产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185,981.09 13,854,038.86 -69.79 主要为发放年末计提的员工工资所致

其他应付款 11,999,926.57 4,274,772.04 180.72

主要为木垒风电向少数股东借款增加

所致

长期应付款 83,550,099.78 不适用

主要为福清风电资产融资租赁取得融

资款所致

（2）利润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管理费用 32,679,129.03 25,122,845.34 30.08

主要为木垒风电、 平潭新能源本期部

分前期费用费用化处理所致

利息收入 1,235,751.97 2,083,312.98 -40.68

主要为公司流动货币资金减少， 银行

利息收入相应减少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635,313.66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应收款项计提坏账所致

投资收益 860,111.14 125,589.04 584.86

主要为本期福建省充电设施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确认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所致

其他收益 10,822,744.85 16,482,470.74 -34.34

主要为福清风电抵扣留抵进项税额，

缴纳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减少， 增值税

即征即退50%退税收入也相应减少所

致。

少数股东损益 4,965,201.00 9,820,127.56 -49.44

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平潭风电本期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

（3）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变动比例

（%）

变动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12,554,022.73 20,004,554.35 -37.24

主要为福清风电抵扣留抵进项税额，缴

纳增值税较上年同期减少，收到增值税

即征即退50%退税收入也相应减少所

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61,522,093.56 89,178,697.76 -31.01

主要为福清风电抵扣留抵进项税额，缴

纳增值税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6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付福建省充电设施投资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增资款所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3,600,000.00 不适用

主要为本期平潭新能源少数股东增资

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13,793,243.00 351,536,003.20 74.60

主要为本期平潭新能源新增银行贷款

提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90,000,000.00 不适用

主要为福清风电资产融资租赁取得融

资款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18,963,535.67 191,333,577.23 118.97

主要为本期中闽有限公司偿还银行贷

款所致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

的股利、利润

9,800,000.00 -100.00

主要为上期平潭风电支付少数股东股

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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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2019年8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2019年8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175号），公司于2019年9月28日对反馈意见回复并披露。 相关公告详见2019年8月7日、15日

和31日和9月28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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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骏

日 期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163

证券简称：中闽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76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

公司发行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的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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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并购重组委2019年第53次工作会议公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并购重组委” ）定于2019年10月30日召开工作会议，审核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行

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A股股票自2019年10月30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审核结果后公告并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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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康国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卫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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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52,268,848.85 14,593,783,893.29 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565,790,517.57 6,119,633,898.01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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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5,376,172.16 569,006,971.44 10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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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4,733,473.16 8,928,816,132.07 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44,814,331.36 546,591,016.28 -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21,244,430.21 445,447,677.43 -5.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35 9.37 减少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7527 0.7551 -0.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7527 0.7551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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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157.90 -1,475,12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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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681.51 249,966,067.13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200,000 -1,2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4,902.84 2,259,36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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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916.09 -63,592,826.28

所得税影响额 159,026.65 -62,387,575.81

合计 -681,268.67 123,569,9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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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控股型多平台发展架构，深入优化旅游服务平台，基本完成遨游网公司法人化。 同时，各版块业务稳定发展，

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5.45亿元，同比增长6.90%；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5亿元，同比基本持平。

2019年前三季度，中青旅遨游网以消费需求为导向调整产品结构，多维度完善产品品质，先后开展北非包机、斐济包机、星梦邮轮包

船等重大项目，继续为北京世园会、“一带一路” 等专题活动打造旅游产品，同时大力发展签证业务，优化旅游产品销售政策及销售渠

道，进一步增强品牌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荣获“最佳旅行社” 、“优选海岛出境旅行社品牌”等奖项。

中青博联充分发挥一站式整合营销服务业务优势，报告期内会议活动管理业务表现突出，成功为第二届“一带一路” 高峰论坛、亚

洲文明对话等高规格主场外交活动及2019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第十届全国环境化学大会、2019中国网络媒体论坛、阿里巴巴20周年

年会等大型会议提供综合服务。 同时持续精细化服务于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深入挖掘客户需求，有力保障多场主题活动顺利完成，开

启博览会业态新篇章；体育营销方面，中青博联旗下子公司正式成为国家举重队独家市场开发及传播推广合作伙伴，全面负责其形象打

造、商业开发、宣传推广等工作；信息技术方面，中青博联旗下爱麦思科技获得“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 认证，科技研发实力与持续创新

能力再获肯定。 2019年前三季度，中青博联实现营业收入17.98亿元，同比增长4.66%；实现净利润3,181.70万元，同比增长49.79%。

乌镇景区继续打造“文化+会展”小镇，构建核心经营模式和品牌优势，发展态势保持稳健，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70亿

元，净利润6.20亿元，均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累计接待游客量730.51万人次，同比增长1.63%。 报告期内。 乌镇景区深耕现有资源，陆续

开放乌村文化中心、稻田泳池、乌村民谣课堂俱乐部等休闲娱乐设施，同时推进产品迭代更新，增加定制化元素；进一步挖掘会展领域潜

力，成功举行上汽集团新车发布会、MAC品牌彩妆发布会等高品质活动，夯实会展市场口碑；建设多元化文化生态系统，通过举办乌镇

当代艺术邀请展、“文学的舅舅：巴尔扎克” 特展等举措，增厚小镇文化底蕴；持续发力宣传营销，倾情打造乌镇旅游宣传片、与《极限挑

战》、《中国达人秀》等热播综艺开展合作、在海外平台投放视频，品牌关注度大幅提升。

古北水镇景区受北京地区大型活动、竞争压力加剧影响，2019年前三季度累计接待游客191.35万人次，同比下降6.76%；实现营业收

入7.48亿元，同比减少5.59%。 报告期内，古北水镇不断谋求产品及服务再升级，依托独特旅游资源，研发骑士夏令营、长城越野跑、星空

音乐会等主题产品，创新体验方式；成功助力中日韩三国外长会议、接待墨西哥旅游部长考察团、60家海外知名旅行商深度考察活动、录

制《心动的信号》、《中国达人秀》等热播综艺节目，进一步提高景区知名度，充实景区会展、文化内涵。

山水酒店第三季度经营稳定，并积极强化品牌建设，开拓业务资源，全面护航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住宿服务，树立良好市场形象。

同时，聚焦智慧酒店研发与升级，山水APP完成基础平台搭建工作、自主研发的“智游住”小程序正式上线运营。 报告期内，山水酒店实

现营业收入3.99亿元，同比增长12.47%，受新店开业影响，净利润同比下降7.89%。

策略性投资方面，创格科技和风采科技整体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95%，中青旅大厦继续为公司提供稳定利润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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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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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康国明

日期 2019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38

证券简称：中青旅 编号：临

2019-035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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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

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表决结果：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138

证券简称：中青旅 公告编号：临

2019-036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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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2009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监事会对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审核意见为：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在对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审核过程中，未发现参与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工作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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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赵东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蒋定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熊秋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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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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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48,015,857.60 23,725,530,085.65 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3,639,422,272.93 13,289,481,741.81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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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221,341.57 56,025,997.54 3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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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6,217,795.61 8,988,903,522.90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273,458,787.45 1,206,786,104.42 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56,941,077.59 1,152,431,200.43 0.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40 9.61 减少0.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92 0.88 4.5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92 0.88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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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77.41 1,200,6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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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54,860.08 33,960,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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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59,911.14 115,191,890.4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0.00 10,348,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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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1,675.53 -32,222,5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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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5,692,235.12 -11,960,360.48

合计 36,707,983.16 116,517,709.8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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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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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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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983,250,394.22 7,477,397,620.52 33.51 主要系本期收回国债产品投资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17,551,574.24 0.00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0.00 45,801,293.47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

应收票据 699,571,424.36 258,810,858.60 170.30

主要系未到结算期的应收票据余额增

加所致

应收账款 1,314,257,321.48 929,380,192.46 41.41

主要系秋季教材教辅回款存在季节性

因素所致

存货 1,744,517,979.85 1,312,102,814.41 32.96 主要系本期备货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6,623,633.94 4,324,279,525.29 -97.53

主要系收回国债产品投资及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重分类

债权投资 20,000,000.00 0.00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

持有至到期投资 0.00 20,000,000.00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479,426,355.97 -100.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4,364,412.13 0.00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426,703,820.99 0.00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

应付职工薪酬 786,654,629.95 1,126,973,589.10 -30.20 主要系支付上年绩效奖励所致

应交税费 43,800,763.02 89,848,933.31 -51.25

主要系汇算清缴支付上年企业所得税

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2,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100.00 系本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应付债券 1,000,000,000.00 500,000,000.00 100.00 系本期发行中期票据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814,776.85 1,378,273.42 176.78 系本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增加所致

库存股 239,344,752.33 0.00 不适用 系本期公司回购股份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0.00 -24,042,193.79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389,473,480.41 677,625,316.44 -42.52

主要系子公司本期研发支出同比减少

所致

财务费用 -40,269,156.77 -76,183,580.2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融资费用增加以及汇兑收

益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6,925,972.75 -79,992,749.71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54,713,817.02 0.00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其他收益 30,709,256.89 48,468,139.21 -36.64 主要系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74,624,408.90 130,942,454.50 33.36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收益及理财收益

同比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248,195.33 -48,793,295.11 不适用

系以公价值计量且期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损

失以“－” 号填列）

1,200,648.23 -2,219,012.99 不适用

系本期处置不动产净收益同比增加所

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

后净额

0.00 -18,329,711.44 不适用 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增减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60,221,341.57 56,025,997.54 364.47 主要系加强现金及费用管理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974,960,249.49 -1,784,178,372.4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收回国债产品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0,022,101.08 1,463,039,860.63 -70.61

主要系本期对外融资净额同比减少以

及回购股份所致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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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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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东亮

日期 2019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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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仲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国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涛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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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7,580,729,324.64 7,436,765,453.60 7,436,765,453.60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290,553,895.82 3,181,776,718.94 3,181,776,718.9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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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385,475.35 -12.89% 5,914,834,686.40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4,847,804.65 11.23% 108,503,682.31 0.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7,017,079.89 -31.75% 81,918,617.00 -25.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66,245,981.5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96 11.24% 0.1233 0.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96 11.24% 0.1233 0.7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6% 0.11% 3.3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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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33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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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30,085.41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3,000,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86,317.1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303,781.7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879,583.23

合计 26,585,065.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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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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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单位：元）

上年同期

（单位：元）

同比

增减

变动原因

研发投入 215,713,078.01 114,912,823.68 87.72% 公司加大研发投入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6,245,981.57 -27,746,500.30 不适用 本期采购付现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0,931,246.65 146,911,920.93 不适用

本期增加的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大于取得

借款收到的现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215,051,589.25 -111,805,495.00 不适用

偿还债务、 购建固定资产导致的筹投资净

支出额高于经营活动净流入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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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3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12月14日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176,023,305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52,893.00万元。

2019年2月2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9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关于第二次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2019年5月27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次修订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关于第三次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2019年8月9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2019年10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9]1852号）。

截至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项目的进展情况已及时在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披露。 具体公告如下表所示：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2019年01月29日 公告编号：2019-02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2019年02月22日 公告编号：2019-03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

回复

2019年02月22日 公告编号：2019-04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说

明的公告

2019年02月22日 公告编号：2019-08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修订稿）

2019年02月22日 公告编号：2019-09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

2019年02月22日 公告编号：2019-10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说

明的公告

2019年04月29日 公告编号：2019-40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第二次修订稿）

2019年04月29日 公告编号：2019-41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第二次修订稿）

2019年04月29日 公告编号：2019-42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2019年05月17日 公告编号：2019-49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

见的回复（修订稿）

2019年05月17日 公告编号：2019-50

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第三次修订稿）

2019年05月17日 公告编号：2019-53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第三次修订稿）

2019年05月17日 公告编号：2019-54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告知函问题回复

的公告

2019年06月10日 公告编号：2019-56

关于请做好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的回复

2019年06月10日 公告编号：2019-57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

工作告知函回复（修订稿）的公告

2019年07月04日 公告编号：2019-62

关于请做好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会议准备工

作的函的回复

2019年07月04日 公告编号：2019-63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

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2019年08月10日 公告编号：2019-65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2019年10月15日 公告编号：2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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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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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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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月24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了解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未提供非公开信息。

2019年07月01日-9月3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了解公司非公开发行进展情况。

公司未提供非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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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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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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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

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株硬公司中粗碳化钨智能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自筹资金，投资8853万元进行技术改造，打造智能化2500吨中粗碳化钨生

产线，以提高碳化钨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而推动合金品质升级。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重点提示：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73；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74。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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