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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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怀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建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曹帅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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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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1,106,173.46 2,353,678,585.71 1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25,139,029.57 1,757,307,077.19 2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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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867,398.24 105.44% 806,062,401.41 111.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5,385,992.34 561.58% 76,579,194.46 5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4,429,804.56 657.95% 71,404,556.58 392.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232,609.19 -114.28% 22,022,351.91 -14.1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0% 0.18 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 200.00% 0.18 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0% 0.75% 3.77% -2.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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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1,891.63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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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0,922.01 政府补助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88,316.50 理财产品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4,211.07 理赔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6,920.07  

合计 5,174,63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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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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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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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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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怀荣 境内自然人 11.72% 51,316,818 39,622,258 质押 28,900,000 

吕桂芹 境内自然人 11.04% 48,327,798 37,191,386 质押 15,625,900 

程辉 境内自然人 8.81% 38,575,432 29,877,111 质押 1,200,000 

杨建华 境内自然人 8.01% 35,057,283 35,057,283   

任京建 境内自然人 7.85% 34,369,377 26,722,570 质押 18,300,000 

张淑玉 境内自然人 6.20% 27,133,106 20,538,937   

巢琴仙 境内自然人 4.49% 19,639,934 19,639,934   

叶现军 境内自然人 1.46% 6,382,978 6,382,978 质押 3,190,000 

王志广 境内自然人 1.33% 5,813,579 0   

中意资管－招商

银行－中意资产

－招商银行－定

增精选69号资产

管理产品 

其他 1.30% 5,673,222 5,67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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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怀荣 11,694,560 人民币普通股 11,694,560 

吕桂芹 11,136,412 人民币普通股 11,136,412 

程辉 8,698,321 人民币普通股 8,698,321 

任京建 7,646,807 人民币普通股 7,646,807 

张淑玉 6,594,169 人民币普通股 6,594,169 

王志广 5,813,579 人民币普通股 5,81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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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蕃 5,604,1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4,1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666,900 人民币普通股 4,666,900 

李伟杨 3,015,802 人民币普通股 3,015,802 

王焕成 2,67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7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以上股东中，陈怀荣先生、吕桂芹女士、任京建先生、程辉先生、张淑玉女士为公司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杨建华先生和巢琴仙女士为夫妻关系，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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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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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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增幅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20,023,577.83     241,578,831.10  -50.32% 本期经营活动、投资活动投入资金较多 

预付款项     33,431,189.53       16,271,955.89  105.45% 金牛研磨预付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32,558,786.62       15,332,471.34  112.35% 其他应收往来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31,134,427.45      40,323,038.86  -22.79% 受理财产品赎回影响 

长期股权投资     73,003,846.75                 -      增加对山东汶上海纬机车的投资 

固定资产    509,948,036.79      360,740,526.58  41.36% 美国博深购入仓库及金牛研磨募投项目

投资增加 

在建工程     62,164,541.78       32,723,332.60  89.97% 母公司在建工程投入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77,546,091.97       31,166,089.08  148.82% 母公司预付工程款及金牛研磨存款影响 

短期借款    260,000,000.00      146,687,600.00  77.25% 金牛研磨借款增加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204,240,247.29      149,874,566.38  36.27% 
金牛研磨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16,602,785.75      212,289,469.93  -92.18% 受支付股权对价影响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6,879,199.36                 -      受长期借款转入影响  

长期借款               -         16,335,500.00  -100.00% 期限短于一年，转入流动负债 

其他综合收益     14,911,669.98       -4,643,223.61  -421.15% 主要受汇率变动影响 

          

损益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增幅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806,062,401.41      380,523,856.05  111.83%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 

营业成本    571,811,424.99      246,214,798.78  132.24%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 

税金及附加      9,345,542.62        6,916,495.68  35.12%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 

管理费用     52,584,785.65       33,751,824.90  55.80%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 

研发费用     24,581,577.81       10,674,359.33  130.29%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 

财务费用      1,957,865.06        9,619,748.01  -79.65% 主要受汇兑收益影响 

投资收益      3,893,283.25       37,526,320.61  -89.63% 上期有处置天同股权的收益 

资产处置收益     -1,581,891.63          -69,063.07  2190.50%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加 

营业外收入      7,055,073.51        1,602,698.95  340.20%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其

中，主要受政府补助项目增加影响 

营业外支出        259,940.43          113,169.60  129.69%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 

所得税费用     14,333,932.87        9,905,572.30  44.71%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 

净利润     76,579,194.46       49,042,789.81  56.15%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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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增幅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2,022,351.91       25,658,275.76  -14.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55,657,220.51       35,588,131.67  -1380.36% 合并范围变动影响（增加金牛研磨），

支付股权对价及固定资产购建款项；支

付对外增资款（汶上海纬机车）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74,783,434.32       -3,134,201.35  -12057.86% 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增加；借款增加。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1,985,825.92       -5,432,919.56  -320.61% 主要受汇率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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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深工具投资海纬机车事项进展及意义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深工具”或“公司”）于2018年6月4日与张恒岩、山东精良海纬机械有限公司、汶上

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及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纬机车”）在河北石家庄签署了《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和张恒岩、山东精良海纬机械有限公司、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及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限公司关于汶上海纬机车配件有

限公司之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协议》”），公司以69,998,880元对海纬机车增资，认购海纬机车348.60万元的出资

额，持股比例13.47%，（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5日披露的《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6)，

截至本报告期，公司完成了对海纬机车的增资，相关工商变更已完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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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90.00% 至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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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9,705.08 至 12,259.04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107.9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上年度本公司仅合并了金牛研磨 2017 年 11-12 月净利润，本年度金牛研磨

已完整纳入本公司合并范围，公司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较上年有较大幅度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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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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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 700 0 

合计 2,4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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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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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陈怀荣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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