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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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邵侠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翔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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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3,900,986.51 1,319,914,084.44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992,039,785.64 897,166,090.35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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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644,982.26 11.82% 1,091,511,599.48 1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44,100,583.50 97.26% 110,608,695.29 70.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3,466,409.23 92.74% 109,546,076.97 72.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68,902,455.32 -13.52% 156,891,168.61 6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100.00% 0.70 70.7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100.00% 0.70 70.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 2.09% 11.68% 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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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4,366.78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牧场淘汰生

物资产（奶牛）产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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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778.32

主要是报告期内计入损益的湛江

公司高新技术企业奖励以及牧场

奶牛保险补贴等政府补助资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5,697.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9,331.1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15,840.39

合计 1,062,618.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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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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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0.97% 64,465,743 0

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69% 18,401,011 0

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5.03% 7,916,846 0

陈锦洪 境内自然人 1.62% 2,552,4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0% 2,195,500 0

广东中远轻工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2,028,010 0 质押 2,000,000

廖小平 境内自然人 0.53% 831,200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其他 0.50% 788,000 0

林卫东 境内自然人 0.50% 785,319 0

胡博颖 境内自然人 0.46% 7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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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64,465,743 人民币普通股 64,465,743

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 18,401,011 人民币普通股 18,401,011

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公司 7,916,846 人民币普通股 7,916,846

陈锦洪 2,552,4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2,4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19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5,500

广东中远轻工有限公司 2,028,010 人民币普通股 2,028,010

廖小平 831,200 人民币普通股 831,20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二户 788,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8,000

林卫东 785,319 人民币普通股 785,319

胡博颖 730,800 人民币普通股 73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东省燕塘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粤垦投资有限公司和广东省湛江农垦集团公司是公司的关联

方，与公司同受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实际控制，该三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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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截至报告期末，在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境内自然人股东林卫东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08,900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476,419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785,3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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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说明

1、货币资金报告期末较年初增长42.21%，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现金流增加。

2、应收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长60.60%，报告期内公司经销渠道下沉，大力拓展商超、机团等类型客户，且

报告期属于销售旺季，致期末应收余额增加。

3、预付款项报告期末较年初下降53.57%，主要是预付的材料采购款项减少。

4、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长67.10%，主要是报告期内子公司澳新牧业应收奶牛保险理赔款暂未

到账，致其他应收款项增加。

5、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下降88.02%，主要是重分类至本科目的应退所得税减少。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报告期末较期初减少4,000万元，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4,000万元，主要是本报告

期公司开始执行新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将此前持有的一项以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指定为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科目。

7、在建工程报告期末相比年初增长38.11%。 主要是报告期内湛江燕塘技改项目转入升级改造和采购的

相关设备增加。

8、长期待摊费用报告期末相比年初增长521.88%，增加77.58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租赁仓库改造支

出。

9、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末较年初增长593.64%，增加789.49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燕隆工厂设备

改造、采购新设备预付款项增加。

10、短期借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长34.15%，主要是为降低资金成本，报告期内新增了部分利率相对较低

的短期借款置换部分前期利率相对较高的短期借款及长期借款。

11、预收账款报告期末较年初增长208.19%，主要是预收货款增加。

12、应付职工薪酬报告期末较年初减少33.74%，主要是报告期内发放上年度奖金。

13、应交税费报告期末较年初增长128.6%，增加565.58万元，主要是本报告期末应交增值税增加。

14、长期借款报告期末较年初下降55.45%，报告期内燕隆项目贷款按还款计划还贷，提前偿还新澳牧场

项目贷款。

15、预计负债报告期末较年初下降95.77%。 主要是报告期内新澳牧场按要求实施复垦，支付了相关复垦

工程款。

（二）损益表变动项目说明

1、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增加210.27万元，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98万元，主要是报告期内执

行新的金融工具准则，将计提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由资产减值损失项目调整为信用减值损失项目核算。

2、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169.93万元，增长511.12%，主要是公司报告期内公司处置固定资产产生

的收益以及诉讼胜诉收到的赔偿款。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1、收到的税费返回较上年同期减少2,424万元。 主要是去年同期公司新工厂建设项目（燕隆公司）收到

了税局根据财税[2018]70号文退回的留抵增值税进项税额。

2、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465.92万元，下降32.7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及往

来款减少。

3、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2,235.26万元，下降33.6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的所得税及增值税减少。

4、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减少4,495.24万元，下降42.83%。 主要是去年同期新澳牧场项目建设增加了项

目贷款。

5、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4,757.87万元，增长120.52%，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偿还了燕

隆乳业部分建设贷款，提前偿还了新澳牧场建设贷款以及部分流动资金贷款。

6、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7,757.85万元，下降78.26%，主要是2018年

度股利分配比例较上年度有所下降。

7、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530.10万元，增长130.98%，主要是报告期内退还农

垦系统的定增保证金53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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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陆丰市新澳良种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因在陆丰市广东省铜锣湖农场建设奶牛养殖场过

程中，存在占用、损毁耕地的行为，被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5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目前，新澳牧场已

缴清罚款并完成复垦，正处于交付验收阶段。

2.�公司起诉广州风行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的诉讼事项获得终审胜诉，具体情况如下：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起诉广州风行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不正

当竞争的诉讼事项获得终审胜诉。

2017年12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2018年04月25日 巨潮资讯网

2018年05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2019年07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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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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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90% 至 270%

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12,238.25 至 15,614.32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220.0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新工厂生产链条的逐渐理顺，“降本、提质、增效” 优化管理方

针的有效执行，奶源体系升级、精准营销和深度营销工作的逐步开展，公司的产能

得到释放，经营效率不断提升，促使公司经营业绩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

本次业绩预告是内部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日后发

布的《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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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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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13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在五楼会议室组织召开机构见面会，实际到场人员及沟通的主要内容，详见公

司2019年5月14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5月13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7月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邀请相关机构参观燕隆乳业新工厂，到场人员及沟通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7月29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8月28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在五楼会议室组织召开机构见面会，实际到场人员及沟通的主要内容，详见公

司2019年8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8月28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8月2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在五楼会议室组织召开机构见面会，实际到场人员及沟通的主要内容，详见公

司2019年8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8月29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9月06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邀请相关机构参观燕隆乳业新工厂，到场人员及沟通的主要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9月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9月6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9月1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在五楼会议室组织召开机构见面会，实际到场人员及沟通的主要内容，详见公

司2019年9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的《2019年9月1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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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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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5日以

专人送达和短信送达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1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现场召开。公司董事

共9人，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共9人。其中，非独立董事庄伟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

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宣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2019年第三季度生产经营和管理运作的实际情况，编制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全体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公司监事会同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该报告并

签署了无异议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书面确认意见。

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22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的

公告。

2、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为满足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需要，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允性，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慎

研究，提议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总经理代表公司与其沟通包括审计费用在内的相关细节并签署相关协议。

拟聘审计机构的基本情况如下：

（1）、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类型：特殊普通合伙企业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5793421213

（4）、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128号6楼

（5）、执行事务合伙人：胡少先

（6）、成立日期：2011年07月18日

（7）、经营范围：审计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

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决算审计；代理记帐；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

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

（8）、其他说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具备为上市公司提

供财务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需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事项发表事前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全体董事通过表决，一致同意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及审

议内容，以董事会发出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为准。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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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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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5日以专

人送达和短信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21日下午在公司五楼会议室现场召开。公司监事共3人，全

部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春锋先生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严文海先生召集并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等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审议〈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根据2019年第三季度生产经营和管理运作的实际情况，编制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董事会已

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该报告。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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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通过该报告，并同意据此出具无异议的书面审核意见与书面确认意见。

通过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为满足2019年度审计工作的需要，确保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允性，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慎

研究，提议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9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总经理代表公司与其沟通包括审计费用在内的相关细节并签署相关协议。

监事会经审核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资质，能够客

观、公正地为公司出具审计报告，同意通过该议案。

通过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时间及审

议内容，以董事会发出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为准。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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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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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倪达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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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788,454.16 1,445,352,319.26 37.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92,636,458.41 956,416,903.10 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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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746,263.34 4,063,110.09 4,32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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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4,691,019.04 642,722,291.69 3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1,904,059.27 31,965,839.93 281.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7,141,863.93 -48,351,747.3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5 3.44 增加5.9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50 0.0495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50 0.0495 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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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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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7,779.20 6,971,014.7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149,310.00 -3,137,273.8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928,512.00

所得税影响额 1,334.96 -57.50

合计 49,804.16 4,762,19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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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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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1,303,806 16.41 0 无 国有法人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

合伙）

83,530,000 11.30 0 质押 80,48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国良 24,417,958 3.30 24,417,95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18,140,589 2.45 18,140,589 未知 未知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8,049,619 2.44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张凤 16,330,528 2.21 16,330,528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2.03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1,337,868 1.53 11,337,868 未知 未知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783,000 0.92 0 未知 未知

深圳市朴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5,039,400 0.68 0 质押 5,039,40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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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1,303,806 人民币普通股 121,303,806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有限合伙） 83,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530,000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049,619 人民币普通股 18,049,619

广东金叶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湖南湘投金天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7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83,000

深圳市朴艺实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0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9,400

李伟 4,337,039 人民币普通股 4,337,039

袁桂慧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阳洋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深圳市美盛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美盛通成长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3,4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服务企业 （有限合伙） 和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是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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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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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报告期末，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132.64%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主营业务增长货款

回笼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增加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期初增加130.95%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应收货款随营业收

入的增长而相应增加，同时从2019年2月起合并的久凌制药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较期初增加160.65%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合并的久凌制药预

付账款，以及预付采购货款增加所致；

(4)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期初增加210.77%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出口收入增长应

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57.84%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盈利增长年初

增值税留抵扣额已逐步抵扣余额减少所致；

(6)报告期末，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增加的主要原因：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原记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计量的股权投

资，分类为“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报表列报项目为“其他

非流动金融资产” ；

(7)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较期初增加502.27%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并购的久凌

制药新厂区建设投入和公司技改项目工程增加所致；

(8)报告期末，商誉较期初增加1.98亿元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并购久凌制药溢价产生

的商誉；

(9)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较期初增加339.86万元的主要原因：报告期久凌制药因

计提超额奖励和资产减值准备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10)报告期末，其他非流动资产较期初增加641.19%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肇东公司发

酵产业园预付工程款和设备款增加所致；

(11)报告期末，应付账款较期初减少31.37%的主要原因：报告期末应付原材料采购货

款按合同期支付，余额减少所致；

(12)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90.34%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盈利增长，按考

核目标计提绩效奖金增加所致；

(13)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30.82%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合并的久凌制药应

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14)报告期末，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68.03%的主要原因：报告期末，长

期借款即将于一年内到期，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科目核算所致；

(15)报告期末，长期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久凌制药根据承

诺业绩完成进度计提的超额奖励；

(16)报告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较期初增加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将并购久凌制药相

关资产评估增值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17)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较期初增加42.13%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发行股份和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资金购买久凌制药股权时形成的股本溢价。

3.1.2�报告期内，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31.42%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抓住主

营产品市场上涨的机遇，稳生产拓市场，实现销售收入的增长，以及通过并购久凌制药等使

营业收入增加；

(2)报告期内，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72.69%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增

长，根据业绩完成进度计提绩效工资奖励增加，以及合并久凌制药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利息收入较去年同期增加92.94%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货币资金

平均余额增加，取得的活期利息收入相应增加；

(4)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100%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没有资产处置

业务；

(5)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减少69.27%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产品销售盈

利情况同比好转，根据减值测试需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相应减少，同时报告期内计提的应

收款坏账准备重分类到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6)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去年同期增加255.39%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捐赠支出和

其他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7)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报告期内合并的久凌制药所得

税费用增加所致。

3.1.3�报告期内，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流入17,568.32万元的主

要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收入增长，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流出17,321.34万元的主

要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并购久凌制药对价款和支付肇东发酵产业园的项目建设款使

投资活动净流出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流入21,752.04万元的主

要原因：主要是报告期内为支付并购久凌制药对价款而增发股份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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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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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受益于食品添加剂行业市场的持续回暖，公司主导产品销售畅旺，并购的久

凌制药资产盈利状况良好，经营业绩自2019年2月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2019年1-9月公

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81.36%。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公司

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仍将有一定的增幅。 实际财务数据请以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等公告为准。

公司名称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武

日期 2019年10月18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9-051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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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起诉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及诉讼费用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鉴于本次公告的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

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

准。

近日，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广州知识产权法

院的《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现将本次诉讼案件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和诉讼机构

原告方：CJ第一制糖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原告” 或“CJ第一制糖” ）

被告方：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或“公司” ）

诉讼机构：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

2、原告提出的诉讼事由

原告在 《民事起诉状》 中称：2018年， 原告发现市场上出现涉嫌侵犯其专利号为

ZL200910266085.7的专利 “I+G” 产品和“IMP” 产品，经原告调查认为被告为上述产品

的制造商。 原告认为被告侵犯其上述专利权，损害了原告的权益，被告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3、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许诺销售侵犯原告第085号专利的5’ -呈味核苷酸

二钠（“IMP加GMP” ，也称I+G）和5’ -肌苷酸二钠（“IMP” ），并销毁侵犯专利权的

“IMP加GMP” 和“IMP”（以下简称：核酸产品）。

（2）判令被告立即停止生产或使用侵犯原告085号专利权的、用于生产上述核酸产品

的产品和方法，并销毁该产品，该产品包括侵犯专利权的启动子、表达盒、载体和宿主细胞

等。

（3） 判令被告销毁用于生产原告085号专利保护的产品或实施专利权保护的方法专

有设备。

（4）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原告用于制止侵权所发生的

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贰仟万元（人民币20,000,000.00元）。

（5）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4、案件的进展情况

该案已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受理并立案，案号为：（2019）粤73知民初937号，根据《传

票》将于2020年3月3日开庭审理。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于1999年开始生产销售IMP和I+G产品，秉承自主研发的理念，致力于核苷类产

品生产的技术研究及创新，产品先后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奖励。 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生产IMP和I+G产品使用的菌种不存在侵犯原告所拥有相关专利的情形。 鉴于本次公告的

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积极应诉，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相

关法律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及时对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股票代码：

600866

股票简称：星湖科技 编号：临

2019-050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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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十四号———食品制造》的要求，现将公司2019年三季度主要

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主营业务相关经营情况

1、 产品类别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

食品添加剂 51,243.89

饲料添加剂 50.52

生化原料药及制剂 8,295.60

医药中间体 23,584.76

合计 83,174.77

2、 销售渠道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销售渠道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

直营 83,174.77

合计 83,174.77

3、 地区分布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区域 本期主营业务收入

国内 71,231.56

国外 11,943.21

合计 83,174.77

二、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信息来源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之用，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2日

公司代码：

600866

公司简称：星湖科技

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732

证券简称：燕塘乳业 公告编号：

2019-035

广东燕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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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游爱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游爱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

贵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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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710,762.93 841,630,525.61 2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11,266,056.96 621,538,087.23 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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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060,304.31 24.66% 670,381,458.86 1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431,539.55 -46.02% 40,726,299.80 -1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8,181,774.44 -61.14% 32,280,741.38 -29.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37,304,863.64 28.52% 49,063,879.82 6.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 -46.67% 0.290 -1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 -46.67% 0.290 -1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0% -1.90% 6.11%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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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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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3,759.6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371,777.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09,906.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0,580.68

合计 8,445,558.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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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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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爱国 境内自然人 32.44% 46,757,563 46,757,563

王树明 境内自然人 17.02% 24,533,887 24,533,887

杨建堂 境内自然人 12.48% 17,991,711 17,991,711 质押 9,311,400

陶福生 境内自然人 3.75% 5,411,049 5,411,049

上海慧眼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5% 3,672,790

上海纳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5% 3,534,402 3,534,402

王首斌 境内自然人 1.61% 2,316,652 2,316,652

苏达明 境内自然人 0.73% 1,053,899 849,199

张雨洁 境内自然人 0.72% 1,040,815 1,040,815

深圳前海匠台投

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639,518 63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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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慧眼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672,790 人民币普通股 3,672,790

李广 507,109 人民币普通股 507,109

陈荣泉 220,485 人民币普通股 220,485

马玉红 20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400

苏达明 20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700

郑恒丽 19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100

金煜 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

印哲端 15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400

夏文卫 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

翟长林 14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8,000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游爱国直接持有公司32.44%的股份；公司法人股东上海纳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纳印投资” ）持有公司2.45%的股份。 游爱国系纳印投资法定代表人，并持有纳印投资 48.67%的股权。 除此之

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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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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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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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 17,500 5,600 0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5,000 14,500 0

合计 62,500 2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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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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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月11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针对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未来发展

规划等事项进行介绍

2019年08月01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针对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未来发展

规划等事项进行介绍

2019年09月2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主要针对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未来发展

规划等事项进行介绍

2019年09月26日 其他 其他

上市协会组织的投资者网络集体接待日，

回答股民问题。

法定代表人：

证券代码：

002825

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89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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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

10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1日以传真、电

子邮件和正式文本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由董事长游爱国先生召集和主持，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9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度

第三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9-088）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

审议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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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纳尔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90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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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9年

10月1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1日以传真、

电子邮件和正式文本等方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洪兰召集和主持，召

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度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并发

表审核意见如下：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9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 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2019年度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9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度

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19-088）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

审议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纳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0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