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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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3,362,521.48 2,643,568,702.87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07,899,694.05 2,131,998,474.09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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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868,233.95 10.49% 835,522,783.86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004,578.33 -17.26% 64,814,533.04 -15.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9,586,050.89 -19.83% 58,027,570.91 -18.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724,528.41 -1,537.97% 86,618,937.68 293.3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16.67% 0.15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16.67% 0.15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0.23% 3.0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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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374.35 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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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5,670.10 政府补贴收入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0,844.68 理财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8,470.6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31,456.36  

合计 6,786,96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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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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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87,613 质押 31,500,000 

吕桂芹 境内自然人 11.04% 48,327,798 48,327,798 质押 16,925,900 

程辉 境内自然人 8.81% 38,575,432 28,931,574 质押 20,918,960 

杨建华 境内自然人 8.01% 35,058,783 26,294,087   

任京建 境内自然人 7.85% 34,369,377 34,369,377 质押 19,599,900 

张淑玉 境内自然人 6.20% 27,133,106 20,349,829   

巢琴仙 境内自然人 4.49% 19,639,934 8,084,269   

叶现军 境内自然人 1.46% 6,382,978 6,382,978   

王志广 境内自然人 1.33% 5,80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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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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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怀荣 12,829,205 人民币普通股 12,829,205 

巢琴仙 11,555,665 人民币普通股 11,555,665 

程辉 9,643,858 人民币普通股 9,643,858 

杨建华 8,764,696 人民币普通股 8,764,696 

张淑玉 6,783,277 人民币普通股 6,783,277 

王志广 5,803,579 人民币普通股 5,803,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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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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3,222 人民币普通股 5,673,222 

李蕃 5,605,6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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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0,702 人民币普通股 3,02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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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比

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25,993,680.03  19,466,126.20  33.53% 收到票据增加  

预付款项  42,098,184.50  32,198,686.68  30.75% 主要受预付材料款增加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  6,733,539.28  41,079,747.98  -83.61% 理财投资减少及定期存单到期收回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2,835,504.00  -100.00%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2,835,504.00      会计政策变更影响  

在建工程  84,068,114.48  34,977,328.49  140.35% 主要受公司轨道项目建设及涂附磨具项目建设

投入增加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733,047.80  27,327,444.77  -35.11% 受预付设备款核销影响  

应付票据  25,275,532.22  67,866,908.50  -62.76% 票据到期解付  

应付账款  158,015,961.18  111,907,144.67  41.20% 公司付款政策调整，部分供应商欠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20,590,949.64  15,033,304.11  36.97% 本期员工增加及薪酬调整  

应交税费  12,963,955.51  7,489,887.32  73.09% 子公司应交所得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23,018,067.75  15,197,800.22  51.46% 关税保证金往来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3,431,600.00  -100.00% 长期借款到期归还  

递延所得税负债  8,721,234.24  6,464,390.95  34.91% 主要受公司增资控股启航研磨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36,396,983.71  12,178,141.46  198.87% 汇率变动影响  

损益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财务费用  9,868,999.26  1,957,865.06  404.07% 主要受利息支出增加及汇率变动的影响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

填列）  

5,642,770.42  3,893,283.25  44.94% 对汶上海纬机车的投资收益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030,374.35  -1,581,891.63  165.14% 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所得税费用  18,914,406.22  14,333,932.87  31.96% 子公司利润增加影响所得税费用增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6,618,937.68  22,022,351.91  293.32% 关税保证金收回及采购与费用支付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0,113,426.28  -455,657,220.51  91.20% 上年同期支付金牛股权对价款、汶上增资款及

购建资产等投资较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729,209.76  374,783,434.32  -109.80% 上年同期有重组配套募集资金款项流入及新增

借款影响，同比变动较大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3,142,697.58  11,985,825.92  -73.78% 汇率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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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物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2,918,999.22  -46,865,608.36  127.57% 主要受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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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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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资金 2,919 0 0 

合计 2,91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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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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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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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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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