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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55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2018-045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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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开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刘媛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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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8,559,722.08 1,329,083,020.33 -9.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89,252,339.97 724,009,102.14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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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00,507.98 18.33% 556,035,020.47 1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9,715,308.63 17.41% -34,756,762.17 23.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839,666.29 6.08% -35,119,137.56 -20.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07,006,444.02 -11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80 17.43% -0.0646 23.8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80 17.43% -0.06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0% 0.34% -4.92%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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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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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371.5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446,814.61  

债务重组损益 371,2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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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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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3,415,758.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0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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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58,302.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2,140.83  

合计 362,375.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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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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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73% 90,098,591 0 质押 90,040,000 

江苏京南电商物流产业园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80% 31,216,000 0   

潘文雄 境内自然人 1.78% 9,584,400 0   

海南永昌和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5% 5,100,810 0 质押 5,100,000 

陈肖肖 境内自然人 0.66% 3,529,800 0 质押 3,529,800 

刘惠敏 境内自然人 0.60% 3,253,973 0   

苏成美 境内自然人 0.56% 3,024,000 0   

刘旭春 境内自然人 0.49% 2,621,500 0   

黄笑 境内自然人 0.45% 2,400,000 0   

彭博 境内自然人 0.43% 2,30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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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 90,098,591 人民币普通股 90,098,591 

江苏京南电商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 31,216,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216,000 

潘文雄 9,5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9,58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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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永昌和投资有限公司 5,100,810 人民币普通股 5,100,810 

陈肖肖 3,52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529,800 

刘惠敏 3,253,973 人民币普通股 3,253,973 

苏成美 3,024,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4,000 

刘旭春 2,62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21,500 

黄笑 2,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彭博 2,3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除海南永昌和投资有限公司为海南筑华科工贸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外，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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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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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年初余额（元） 增减金额（元）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83,992,905.34 370,478,799.52 -286,485,894.18 -77.33% 本期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净

支出增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915,240.96 7,680,209.70 -2,764,968.74 -36.00% 本期投资金融资产市场价值波动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31,309,740.28 73,468,169.85 57,841,570.43 78.73%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给客户的放

账额度增加 

其中：应收票据 3,263,773.60 2,128,739.45 1,135,034.15 53.32% 收到客户的未到期解付银行承兑汇票

增加 

应收账款 128,045,966.68 71,339,430.40 56,706,536.28 79.49% 公司销售规模扩大，给客户的放账额度

增加 

预付款项 30,016,435.59 13,197,565.97 16,818,869.62 127.44% 因经营规模扩大，预付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32,846,837.03 103,407,271.80 -70,560,434.77 -68.24% 主要系本期收回联营企业部分股权转

让款 

其中：其他应收款 32,846,837.03 102,638,438.47 -69,791,601.44 -68.00% 本期收回联营企业部分股权转让款 

应收利息 - 768,833.33 -768,833.33 -100.00% 本期收回到期利息 

其他流动资产 189,030,988.53 27,264,474.10 161,766,514.43 593.32% 主要系本期理财投资增加 

在建工程 15,772,990.03 5,113,735.67 10,659,254.36 208.44% 主要系湖南欣龙新增在建生产线及仓

库 

长期待摊费用 3,931,645.15 2,926,661.62 1,004,983.53 34.34% 本期固定资产改良支出增加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3,699,275.04 42,839,921.48 -9,140,646.44 -21.34% 主要系本期解付到期票据 

其中：应付票据 - 6,000,000.00 -6,000,000.00 -100.00% 本期解付到期票据 

应付账款 33,699,275.04 36,839,921.48 -3,140,646.44 -8.53%   

预收款项 6,242,888.43 4,440,703.66 1,802,184.77 40.58% 本期预收客户的货款增加 

应交税费 2,543,080.39 21,147,799.72 -18,604,719.33 -87.97% 本期汇算清缴并缴纳了上一年度的企

业所得税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11,500,000.00 149,000,000.00 62,500,000.00 41.95% 本期归属于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增加 

长期借款 110,000,000.00 237,500,000.00 -127,500,000.00 -53.68% 本期偿还到期银行贷款及重分类至一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增减金额（元）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56,035,020.47 476,286,847.98 79,748,172.49 16.74% 主导产品水刺无纺布、熔纺无纺布等销

售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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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489,303,402.36 418,395,715.39 70,907,686.97 16.95% 主导产品水刺无纺布、熔纺无纺布等销

售额增加 

税金及附加 6,092,889.32 5,745,680.09 347,209.23 6.04% 主要系附加税增加 

销售费用 24,380,958.87 21,860,525.56 2,520,433.31 11.53%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支付给销售人员

的工资支出、运杂费、广告费增加 

管理费用 54,127,219.70 37,478,987.27 16,648,232.43 44.42% 主要系本期品牌宣传费用、管理人员工

资等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 4,234,789.15 378,713.92 3,856,075.23 1018.20% 本期研发费用增加 

财务费用 14,379,229.99 20,680,008.83 -6,300,778.84 -30.47%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利息支出减少，存

款利息及汇兑收益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732,840.10 487,415.00 245,425.10 50.35% 本期应收款项增加导致坏账准备计提

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764,968.74 -103,466.22 -2,661,502.52 -2572.34% 本期投资金融资产产生公允价值变动

损失增加 

投资收益 337,722.50 -19,356,213.07 19,693,935.57 101.74% 本期投资金融资产产生投资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172,082.81 - 172,082.81  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其他收益 2,332,371.57 2,839,574.98 -507,203.41 -17.86% 本期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收入 648,503.96 78,712.47 569,791.49 723.89% 本期与经营无关的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211,195.88 457,906.52 -246,710.64 -53.88% 本期与经营无关的支出减少 

所得税费用 118,752.37 385,793.34 -267,040.97 -69.22% 汇算清缴了上一年度的企业所得税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

（元） 

增减金额（元）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7,006,444.02 -49,592,893.28 -57,413,550.74 -115.77% 主要系税费支出、采购和劳务支出及付

现费用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4,536,285.77 -37,858,543.81 -66,677,741.96 176.12%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投资款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73,279,107.39 151,593,851.98 -224,872,959.37 -148.34% 主要系本期收到的银行借款减少以及

偿还的到期银行贷款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284,469,101.53 63,366,934.38 -347,836,035.91 -548.92% 主要系本期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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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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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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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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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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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12 

锦龙股

份 

6,466,3

75.08 

公允价

值计量 

5,607,8

99.70 

-2,543,0

40.50 
   

-2,510,0

14.00 

3,064,8

59.2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300702 

天宇股

份 

11,205.0

0 

公允价

值计量 

20,550.

00 

-9,688.2

4 
   

-9,614.4

8 

10,861.

7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300271 

华宇软

件 

2,801,1

76.67 

公允价

值计量 

2,038,5

60.00 

-206,87

0.00 
   

-199,99

2.13 

1,831,6

9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境内外

股票 
300582 英飞特 

7,425.0

0 

公允价

值计量 

13,200.

00 

-5,370.0

0 
   

-5,354.2

5 

7,830.0

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资

金 

合计 
9,286,1

81.75 
-- 

7,680,2

09.70 

-2,764,9

68.74 
0.00 0.00 0.00 

-2,724,9

74.86 

4,915,2

40.9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2018 年 08 月 29 日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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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00 13,215 0 

合计 13,300 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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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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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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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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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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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7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近期是否有对公司存在重大影响的事项 

2018 年 07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申报药品的相关情况 

2018 年 07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股东及高管增持进展情况 

2018 年 07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业绩预计情况 

2018 年 07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近期生产经营及土地情况 

2018 年 07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与石药合作相关情况 

2018 年 07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与石药合作进展情况 

2018 年 07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高管是否增持 

2018 年 07 月 3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欣龙化工资产处置情况 

2018 年 08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京南公司是否增持 

2018 年 08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与石药合作的前提条件 

2018 年 08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与石药的合作是否还在进行 

2018 年 08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与石药的合作 

2018 年 08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石药是否在海南设置办事处 

2018 年 08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京南股份是否质押 

2018 年 08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对市值的预期 

2018 年 08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中报披露日期 

2018 年 08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证券投资的相关事宜 

2018 年 09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土地情况 

2018 年 09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合作进展情况 

2018 年 09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化工资产处置进展情况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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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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