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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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锦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海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叶彩霞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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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5,280,797.54 2,647,027,237.21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90,782,045.35 658,071,019.69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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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633,796.68 -2.00% 1,377,828,340.54 2.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6,195,891.39 -48.10% 24,007,082.00 -4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568,521.79 -521.80% -9,785,569.59 -162.7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122,922,472.43 -11.0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6 -48.15% 0.0187 -42.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6 -48.15% 0.0187 -42.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0% -3.71% 3.58%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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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29,08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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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3,085.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143,062.5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723,937.1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57,479.00  

合计 33,792,65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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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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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捷安德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9% 146,473,200  

质押 146,473,200 

冻结 146,473,200 

梁秀莲 境内自然人 1.66% 21,292,685    

林俊秀 境内自然人 1.32% 17,030,000    

陈锦容 境内自然人 1.30% 16,764,818    

石春虎 境内自然人 0.94% 12,066,020    

李永强 境内自然人 0.72% 9,317,567    

谢筱蕾 境内自然人 0.55% 7,092,938    

黄惠英 境内自然人 0.54% 6,931,539    

孙钱 境内自然人 0.52% 6,677,906    

高凤彩 境内自然人 0.52% 6,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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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 146,47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46,473,200 

梁秀莲 21,292,685 人民币普通股 21,292,685 

林俊秀 17,0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30,000 

陈锦容 16,764,818 人民币普通股 16,764,818 

石春虎 12,066,020 人民币普通股 12,066,020 

李永强 9,317,567 人民币普通股 9,317,567 

谢筱蕾 7,092,938 人民币普通股 7,092,938 

黄惠英 6,931,539 人民币普通股 6,93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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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钱 6,677,906 人民币普通股 6,677,906 

高凤彩 6,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股东林俊秀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 17,030,000 股；股东陈锦容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6,764,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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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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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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8年9月30

日 

2017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变动金额 变动率 

预付款项 182,331,172.85 102,053,366.52 80,277,806.33 78.66% 主要是由于本期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7,657,550.48 30,197,786.48 -12,540,236.00 -41.53% 主要是由于本期部分项目完工结转至固

定资产所致。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139,044,300.40 69,396,363.04 69,647,937.36 100.36% 由于科目合并导致比例发生较大的变化

和本期采购材料开出票据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

债 

653,310,543.86 52,040,540.00 601,270,003.86 1155.39% 主要由于部分长期借款将于一年内到期

转至该科目所致。 

长期借款 561,051,282.03 1,270,166,666.63 -709,115,384.60 -55.83% 主要由于部分长期借款将于一年内到期

转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科目所致。 

长期应付款 0 1,134,400.14 -1,134,400.14 -100.00% 主要是由于到期款项本期已支付。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8年9月30

日 

2017年9月30

日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变动金额 变动率 

管理费用 127,208,449.51 91,505,493.67 35,702,955.84  39.02% 主要由于本期营运成本较上期有所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

失 

4,143,971.04 -1,682,160.75 5,826,131.79  -346.35% 主要由于本期计提的往来坏账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0 72,655.62 -72,655.62  -100.00% 主要由于本期减少长期股权投资所致。 

资产处置收

益 

57,629,086.43 82,835.88 57,546,250.55  69470.20% 主要由于本期处置了昆山不动产增加收益

所致。 

营业外收入 5,603,113.65 25,410,447.02 -19,807,333.37  -77.95%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的政府补贴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9月30日 增减变动 主要变动原因 

变动金额 变动率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24,164.55 -113,776,682.81 117,200,847.36  -103.01%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处置资产款项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7,735,816.90 21,348,223.79 -179,084,040.69  -838.87% 主要由于本期收到的金融机构借

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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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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调查通知书的说明 

2017年5月，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深专调查通字2017195号）。因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

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截止目前，中国证

监会对公司的立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公司正在积极配合调查，尚未收到有关处罚通知书或其他文件。 

相关情况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7年5月9日《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调

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7-060、2017-062、2017-066、2017-073、2017-086、2017-098、2017-099、2018-001、2018-008、

2018-010、2018-025、2018-040、2018-045、2018-051、2018-054、2018-065及2018-072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立案

调查事项进展暨风险提示公告》。 

 

二、控股子公司中富（广汉）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接受财务资助的说明 

由于中富（广汉）化工实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关停，其将无法通过生产经营盈利偿还财务资助款项，报告期内公司仍在

对其土地、设备等资产研究处置方案。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仍在进行中。 

相关情况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1年12月7日《关于5家控股子公司联合对1家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的公告》及2014年4月30日的《2013年年度报告》。 

 

三、关于公开处置子公司不动产的事项 

2018年6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处置子公司不动产的议案》，拟将

全资子公司昆山承远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承远”）、昆山中富瓶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中富”）、昆山中强瓶

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中强”）名下不动产以公开合并拍卖的方式进行处置，其中，昆山中富名下工业土地26677.40平

方米，建筑物：13364.04平方米；昆山中强名下工业土地28650平方米，建筑物：23583.5平方米；昆山承远名下工业土地15822.6

平方米，建筑物：8717.59平方米。  

2018年7月5日，经昆山市大公拍卖有限公司实施拍卖程序，最终昆山铭之聚机械有限公司以9,100万元的价格购得上述

不动产。 

相关情况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6月27日《第十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关

于拟公开处置子公司不动产的公告》；2018年7月10日《关于公开处置子公司不动产的进展公告》。 

 

四、关于从并购基金退伙的说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17年第二次会议及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

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相关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珠海横琴中富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中富恒信”）与信达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合伙协议，共同发起

设立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道康思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并购基金，横琴中富恒信作为普通合伙人之一以自有资金认缴

出资人民币500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中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横琴中富资管”）以自有资金认缴人民币

3000万元的劣后出资。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该次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的相关事宜。 

鉴于并购基金未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设立并购基金，横琴中富恒信及横琴中富资管与各合伙人友好协商并达成一致意

见，决定从并购基金退伙并按出资比例收回退伙资金。在对退伙时的合伙企业财产状况进行结算后，退还横琴中富恒信在合

伙企业0.21%的财产份额，认缴人民币500万元，实缴0元，实际退还0元；退还横琴中富资管在合伙企业1.25%的财产份额，

认缴人民币3000万元，实缴0元，实际退还0元。 

因未能募集到足够的资金设立并购基金，公司未实缴资金，本次从并购基金退伙，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利润产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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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公开拍卖事项的说明 

2018年8月1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深圳中院”）作出（2018）粤03破10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宣告深

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德”）破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规定，捷安德管理人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管理人”）依据《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规定制作拍卖文件，并委托深圳市企业破产学会在淘宝网司法网络拍卖平台

公告整体打包拍卖捷安德持有的珠海中富无限售流通股146,473,200股股票。 

2018年10月12日，根据淘宝网司法网络拍卖平台《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网络拍卖竞价结果为： 

“用户姓名深圳市国青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竞买号I9107于2018年10月12日在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阿里拍卖平台

开展的“（破）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名下珠海中富股票146,473,200股”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高应价胜出。该标的网络

拍卖成交价格： 472,801,300（肆亿柒仟贰佰捌拾万零壹仟叁佰元）。在网络拍卖中竞买成功的用户，必须依照标的物《竞

买须知》、《竞买公告》等要求，按时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尾款。付清尾款之后可凭《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由破产管理

人确认并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后办理交接手续。”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上述事项仍在进行中。 

相关情况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8年8月9日《关于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056）、2018年8月15日《关于控股股东破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8）、2018年9月13日《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公开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2018年9月18日《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

份被公开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2018年9月21日《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再次公开拍卖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1）、2018年10月10日《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再次公开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2018年10月13日《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公开拍卖竞价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2018年10月25日《关

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公开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和2018年10月30日《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

被公开事项的进展公告（二）》（公告编号：2018-077）。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的股份被司法冻

结及司法轮候冻结事项 

2015 年 06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核查情况暨复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5-062） 

2015 年 06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补充公告》

（公告编号：2015-065） 

2015 年 06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72） 

2015 年 08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107） 

2015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112） 

2015 年 09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5-126） 

2016 年 06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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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股份解除司法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6-062） 

2017 年 06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59） 

2017 年 09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新增司法轮候冻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7-072） 

2018 年 01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股份司法轮候冻结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03） 

关于控股股东涉诉案件事项、持有公司

股票被司法拍卖事项的说明 

2017 年 07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收

到<民事裁定书>、<执行通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64） 

2017 年 1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涉

诉案件执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7-100） 

2017 年 12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法院拍

卖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02） 

2018 年 0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

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06） 

2018 年 02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

持公司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二）》（公告编号：2018-007） 

2018 年 09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公开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68） 

2018 年 09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公开拍卖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0） 

2018 年 09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再次公开拍卖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1）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再次公开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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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73） 

2018 年 10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公开拍卖竞价

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4） 

2018 年 10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公开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76） 

2018 年 10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公开事项的进

展公告（二）》（公告编号：2018-077） 

关于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清算事项的说

明 

2018 年 01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收

到法院传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2） 

2018 年 01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收

到法院传票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04） 

2018 年 03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珠海

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破

产清算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1） 

2018 年 08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宣告破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6） 

2018 年 08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控股股东破产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18-058）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说明 

2018 年 08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收到<法院传票>、<民事起诉状>等法律

文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5） 

2018 年 09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

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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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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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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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日-2018 年

09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在不违反信息披露原则和重大信

息保密制度的前提下，认真、及时地回

应投资者关于公司基本经营情况、财务

管理状况、等方面的问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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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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