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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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曾国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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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2,872,873.71 3,032,300,912.27 6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49,387,694.21 1,880,775,694.35 5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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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374,887.31 38.14% 1,707,022,897.05 59.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8,555,585.97 40.58% 268,534,427.70 153.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4,914,490.71 36.73% 133,351,983.12 40.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42,806,283.44 30.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28.57% 0.50 127.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28.57% 0.50 127.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6% -0.24% 13.36%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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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6,249.76 主要是处置固定资产产生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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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69,510.02 主要是各项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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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027.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50,351.92  

长期股权投资按照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投资收益 126,523,684.87 

主要是收购深圳慧大成，购买日之

前持有该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按公

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38,956.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22,718.83  

合计 135,182,444.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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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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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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4% 129,932,166 40,558,742 质押 114,971,295 

祖国良 境内自然人 9.46% 50,914,285 50,914,285   

王伟 境内自然人 7.73% 41,583,721 31,650,753 质押 37,780,000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

信托·深诚 7 号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1% 15,664,628    

叶兴华 境内自然人 2.53% 13,599,840  质押 5,630,000 

戴焕超 境内自然人 1.91% 10,281,173  质押 4,8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6% 10,000,018    

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8,482,900  质押 7,359,100 

京山县京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7% 8,435,858  质押 8,435,858 

池泽伟 境内自然人 1.47% 7,900,900  质押 7,7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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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89,373,424 人民币普通股 89,373,424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华能信托·深诚 7 号单一资金信托 15,664,628 人民币普通股 15,664,628 

叶兴华 13,599,840 人民币普通股 13,599,840 

戴焕超 10,281,173 人民币普通股 10,281,173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10,000,018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18 

王伟 9,932,968 人民币普通股 9,93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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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 8,482,900 人民币普通股 8,482,900 

京山县京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8,435,858 人民币普通股 8,435,858 

池泽伟 7,900,900 人民币普通股 7,900,900 

金学红 7,842,383 人民币普通股 7,842,38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是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两者是一致行动人，京山京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和京山轻机控股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2.王伟与叶兴华为夫妻关系，是一致行动人；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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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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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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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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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预

案》，公司决定以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 3,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的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4 元/股（含 14 元/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公司股份数量 1,191,97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2%，最高成

交价为 8.8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8.44 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10,220,535.06 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决定以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 3,000 万

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的自有资

金和自筹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

2018年 10月 08日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

/detail?plate=szse&stockCode=000821&annou

ncementId=1205486370&announcement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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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人民币 14 元/股（含 14 元/股）。 =2018-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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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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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投

资操作方

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资类型 

衍生品投

资初始投

资金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

资金额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如

有） 

期末投资

金额 

期末投资

金额占公

司报告期

末净资产

比例 

报告期实

际损益金

额 

招商银行 无 否 欧元远期结汇 7,820 
2018 年 02

月 14 日 

2018年 12

月 26 日 
0 7,820 0 0 7,820 2.65% 63.37 

建设银行 无 否 欧元远期结汇 6,647 
2018 年 02

月 13 日 

2018年 12

月 28 日 
0 6,647 0 0 6,647 2.25% 70.90 

浙商银行 无 否 欧元远期结汇 3,910 
2018 年 02

月 02 日 

2018年 12

月 28 日 
0 3,910 0 0 3,910 1.33% 52.51 

浙商银行 无 否 欧元远期结汇 3,128 
2018 年 02

月 14 日 

2018年 12

月 28 日 
0 3,128 0 0 3,128 1.06% 30.81 

浙商银行 无 否 欧元远期结汇 391 
2018 年 05

月 24 日 

2018年 09

月 25 日 
0 391 391 0 0 0.00% -22.85 

浙商银行 无 否 美元远期结汇 860.16 
2018 年 05

月 16 日 

2018年 08

月 24 日 
0 860.16 860.16 0 0 0.00% -44.20 

浙商银行 无 否 卖欧元看涨期权 6,256 
2018 年 04

月 12 日 

2018年 10

月 06 日 
0 6,256 0 0 6,256 2.12% -0.01 

浙商银行 无 否 卖欧元看涨期权 1,564 
2018 年 05

月 25 日 

2018年 11

月 26 日 
0 1,564 0 0 1,564 0.53%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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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 无 否 卖美元看涨期权 661.66 
2018 年 06

月 21 日 

2018年 09

月 25 日 
0 661.66 661.66 0 0 0% -18.62 

合计 31,237.82 -- -- 0 31,237.82 1,912.82 0 29,325 9.94% 119.66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公司将根据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该保证金使用公司的

自有资金或抵减金融机构对公司的授信额度。 

涉诉情况（如适用） 无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2017 年 11 月 15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

有)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

施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

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衍生品投资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保值型衍生品投资合约汇率与到期日实际汇率的差异将产生投资

损益；在保值型衍生品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于投

资损益。 2.流动性风险。保值型衍生品以公司外汇收支预算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以保证在

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或选择净额交割衍生品，以减少到期日现金流需求。 3.履约风险。公司衍

生品投资交易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银行，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4.其它

风险。在开展业务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衍生品投资操作或未充分理解衍生品信息，将带来

操作风险；如交易合同条款的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衍生品投资风险管理策略 ： 1.公司开展

的衍生品投资以减少汇率波动对公司影响为目的，禁止任何风险投机行为；公司衍生品投资额不得超过

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授权额度上限；公司不得进行带有杠杆的衍生品投资。 2.公司投资工作小组

在衍生品投资前需进行衍生品投资风险分析，并拟定投资方案（包括投资品种、期限、金额、交易银行

等）和可行性分析报告提交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予以风险审核，最终经财务总监审批后予以执行。 3.公

司衍生品投资合约由投资工作小组提交财务总监审批后予以执行。 4.公司与交易银行签订条款准确清晰

的合约，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5.公司成立衍生品项目风险管理委员会，并由其跟

踪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及时评估已投资衍生品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并定期向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报告，如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示投资工作小组执行应急措施。6.公

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衍生品投资进行合规性审计。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

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

的分析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

设与参数的设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远期结汇产品按照银行提供的估值和约定的远

期结汇价间的差额来调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2018 年 1-9 月确认的损益为 119.66 万元。 其中：招行 1000

万欧元远期结汇产品，交割日 2018年 12 月 26 日，报告期确认的损益为 63.37 万元。 建行 850 万欧元

远期结汇，交割日 2018 年 12 月 28 日，报告期确认的损益为 70.90 万元。 浙商 500 万欧元远期结汇产

品，交割日 2018年 12 月 28 日，报告期确认的损益为 52.51 万元。 浙商 400 万欧元远期结汇产品，交

割日 2018 年 12月 28 日，报告期确认的损益为 30.81 万元。 浙商 50万欧元远期结汇产品，交割日 2018

年 9 月 26 日，报告期确认的损益为-22.85 万元。 浙商 130 万美元远期结汇产品，交割日 2018 年 8 月

24 日，报告期确认损益为-44.20万元。浙商卖 800万欧元看涨期权，交割日 2018 年 10月 6 日，报告期

确认的损益为-0.01 万元。 浙商卖 200 万欧元看涨期权，交割日 2018年 11 月 27 日，报告期确认的损益

为-12.25 万元。 建行卖 100 万美元看涨期权，交割日 2018 年 9 月 22日，报告期确认的损益为-18.62

万元。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

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无重大变化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

情况的专项意见 

鉴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际业务的持续发展，外汇收入不断增长，为降低外汇业务的汇率风险，通过有

效的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汇兑成本，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稳定性，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已为衍生品业务

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估，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我们认为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

相关，风险可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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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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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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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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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李 健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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