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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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奕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羽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林桂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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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7,220,905.15 14,141,946,396.53 -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6,554,801,231.96 6,089,950,532.13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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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324,014.46 -12.68% 4,056,441,877.54 -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1,777,743.79 -13.55% 486,955,967.56 -26.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05,497,170.49 -15.54% 462,224,423.69 -29.8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06,823,633.78 30.70% 1,069,698,940.61 58.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8 -13.71% 0.1881 -2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4 -16.24% 0.1786 -30.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8% -18.92% 7.54%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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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30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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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88,5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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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31,877.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10,207.66  

减：所得税影响额 4,257,1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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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84,211.86  

合计 24,731,54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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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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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50% 944,790,083 32,802,740 质押 547,721,399 

广州市成禧经济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78% 175,505,415 0 质押 175,100,000 

乌海市皇冠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46% 167,236,095 0 质押 167,236,094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能三号 

其他 3.63% 94,008,071 0   

长城国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4% 26,990,553 0   

九泰基金－浦发

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

托·鸿达兴业定

增 1 号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0.73% 18,893,387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其他 0.65% 16,822,1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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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基金 

平安基金－浦发

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

托·鸿仁定增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63% 16,194,332 0   

平安基金－浦发

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

托·鸿瑞定增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63% 16,194,331 0   

华融证券－招商

证券－华融股票

宝 19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0.57% 14,84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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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911,987,343 人民币普通股 911,987,343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75,505,415 人民币普通股 175,505,415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167,236,095 人民币普通股 167,236,09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三号 
94,008,071 人民币普通股 94,008,071 

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990,553 人民币普通股 26,990,553 

九泰基金－浦发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托·鸿达兴业定增 1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8,893,387 人民币普通股 18,893,38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6,822,104 人民币普通股 16,822,104 

平安基金－浦发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托·鸿仁定增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 

16,194,332 人民币普通股 16,194,332 

平安基金－浦发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托·鸿瑞定增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 

16,194,331 人民币普通股 16,194,331 

华融证券－招商证券－华融股票 14,844,804 人民币普通股 14,844,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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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19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关系，该 2 名股东与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为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述股东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详。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47,729,577

股股份，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97,060,506 股

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944,790,083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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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科目名称 较期初/上年同期变 

动幅度（%） 

变动原因 

合并资产负债表科目 

1 货币资金 -38.37% 本期内以现金进行利润分配，支付子公司的

股权收购款。 

2 长期股权投资 36.20% 本期新增泰恒盛煤矿公司投资额 

3 预收款项 36.41% 本期已收销售订金增加， 

4 应付职工薪酬 32.37% 按规定计提未支付的金额同比增加 

5 应交税费 36.11% 按税法规定计提未支付的金额同比增加 

6 其他应付款 -80.85% 支付股权收购款增加 

7 长期借款 -31.74% 公司偿还部分借款，另有部分转到“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 长期应付款 -55.68% 公司偿还部分借款，另有部分转到“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 减：库存股 150.24% 本次公司实施股份回购，形成库存股，期末

余额比期初增加 

合并利润表科目 

1 管理费用 -36.53% 研发支出单独列示，造成管理费用同比下降 

2 研发支出 583.00% 本期研发支出金额增加 

3 其他收益 87.85% 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4 投资收益 67.00% 本期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5     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 

-149.24% 本期公允价值与去年同期比较变动幅度大 

6     信用减值损

失 

52.22% 本期按会计准则计提的金额增加 

7     资产减值损

失 

307.58% 本期冲回资产减值损失 

8     资产处置收

益 

-110.14% 本期资产处置产生收益 

9 营业外收入 73.42% 本期债务清理收益进入营业外收入 

10 营业外支出 35.88% 本期发生的损失减少 

合并现金流量表科目 

1 收到的税费返还 -81.84%  本期税费实际返还减少  

2 收到其他与经营-38.37% 本期内子公司收到的电子交易平台会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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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有关的现金 金金额相比上年同期减少 

3 支付的各项税费 -71.59% 本期内实际缴纳入库的各项税费金额相比

上年减少 

4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30.58% 本期内子公司支付的电子交易平台会员出

金金额相比上年同期减少 

5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1393.11% 本期业务发生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6 取得投资收益收

到的现金 

327.26% 本期实际投资收益变动增加 

7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302.91% 本期业务发生金额比上年同期增加 

8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71.34% 本期发生金额相比上年同期增加 

9 投资支付的现金 33.33% 本期发生相关投资业务金额增加 

10 取得子公司及其

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62.85% 本期支付金额增加 

11 收到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6.66% 本期发生相关筹资业务金额增加 

12 支付其他与筹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 

72.06% 本期发生相关筹资业务金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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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1月15日召开的2018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等相关议案；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

（临时）会议和2018年12月3日召开的2018年度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首次调整可转债发行方案等相关议案。 

2019年3月8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0395），认为公司提交的《鸿达

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9年4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190395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正在按照反馈意见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9 

的要求，准备有关回复材料。 

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二次修订可转债发行预案等相关议案，根据公

司2018年年度报告更新修订了公司相关财务数据信息及分析，同时修订了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评

价等内容。 

公司于2019年6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三次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调减可转债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之“年产30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相应调减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本次可转债发行规模

由“不超过人民币245,000万元（含245,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42,678万元（含242,678万元）”，其中，“年产30万

吨聚氯乙烯及配套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由230,000万元调整为227,678万元，“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不变，仍为15,000万

元。 

2019年7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请做好鸿达兴业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并于2019年8月按照相关要求对《告知函》予以了书面回复。 

2019年8月22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审核，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

获得通过。 

鉴于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披露了2019年半年报，2019年9月11日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会后事项出具了

专项说明及核查意见。 

2、加氢站建设进展 

公司于2018年12月1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投资建设加氢站项目的议案》，

为提高氯碱装置生产氢气的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拟投资

建设加氢站项目。 

2019年1月31日，乌海化工收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发展与改革委员的项目备案批复文件《投资项目同意备案告知》，同意

乌海化工在乌海市海勃湾区、海南区、乌达区共计建设8座加氢站。 

2019年5月，乌海化工在乌海市海南区海化工业园建设的第一座加氢站成功投入使用，向氢燃料轿车、大巴车及工业车辆提

供合格的氢气。该加氢站加注能力包含35MPa和70MPa两种气体加注方式，同时设置液氢储罐。该加氢站是内蒙古自治区第

一座正式运营的加氢站，集中了氢能行业最新技术成果，它的建成实现了用氢环节的项目落地，进一步贯通公司“制氢、储

氢、运氢及用氢”产业链。 

3、重大合同进展 

（1）2019年2月18日，公司与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签订《氢能项目合作协议》，双方拟在氢液化示范项目、加氢站等基

础设施、氢能相关装备制造和研发等方面开展合作，双方旨在利用各自的优势将氢能产业做大做强。为深入推进此次合作，

促进氢能领域技术的军民融合和产品转化，2019年3月，公司与其下属企业签署合同，拟合作建设氢液化工厂。同时，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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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为公司提供氢液化、氢能装备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培训。目前该项目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2）2019年3月5日，公司与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全资子公司北京航天雷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雷特机电”）

签署《氢液化工厂设备建设项目合同》，公司与航天雷特机电合作建设氢液化工厂设备项目，在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

市的乌海氢液化工厂建设所在地建设一套氢液化工艺设备。该项目借助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及其下属企业在液化氢装置

及技术方面的优势，结合公司现有装置的制氢能力，将实现液氢大规模制取、储存，大大提高氢气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向实现液化氢技术民用迈进了重要一步。该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厂房等设施基本完工，部分液氢相关设备已到现场。 

（3）2019年5月13日，公司与乌海市人民政府签署《氢能项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拟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利用双方的

资源和优势，具体将从氢能技术研发、装备研制推广、氢能供应、运用、加氢站运营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致力于在乌海开

展氢能技术及应用研究，拓宽应用领域和渠道，共同推动氢能产业发展，将乌海地区的氢能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打造氢能城市。目前该项目的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4）2019年6月10日，公司与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工研院”）签署《稀土储氢材料开发合作协议》，

充分发挥公司在制氢、稀土等领域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和有研工研院在固态储氢方面的技术优势，实现强强联合，共同开

发稀土储氢材料。 

2019年7月22日，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合作事宜，加快稀土储氢相关技术的研发进度，公司与有研工研院签署稀土储氢材料《技

术开发合同》，公司委托有研工研院在第一代稀土系镧-镍基储氢材料的基础上研究开发第二代稀土系镧-镁-镍基储氢材料以

及第三代稀土系镧-钇-镍基储氢材料，提高稀土储氢材料的储氢性能和储氢容量，降低储氢材料的生产成本。 

2019年9月，公司与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就第一代稀土系镧-镍基储氢材料专有技术使用授权项目的技术秘密使用权

转让，签署稀土储氢材料《技术转让合同》。本次有研工研院向公司转让第一代稀土系镧-镍基储氢材料专有技术使用授权

项目的技术使用权，将推动公司氢能源业务在生产、研发、储运及应用推广等领域持续发展，推进公司“制氢、储氢、运氢

及氢能应用产业链”的建设，符合公司“氢能源、新材料、大环保、交易所”四大业务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 

公司按照合同条款约定，已支付部分费用。有研工研院对第一代稀土镧-镍基储氢材料配方、原料预处理技术、熔炼制备技

术进行整理汇编完毕，等待移交技术资料；针对第二代、第三代稀土系镧-镍基储氢材料进行技术开发，有研工研院正在对

第二代稀土镧-镁-镍等材料成分进行优化设计及对镧-镁-镍基储氢材料物相结构展开系统性分析，旨在提高优化材料成分，

提高储氢性能，同时，正在研究第三代稀土镧-钇-镍基稀土储氢材料开展结构分析和储氢性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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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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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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139,980.00 2,260.00 -64,120.00 0.00 0.00 -64,120.00 75,860.00 自有资金 

合计 139,980.00 2,260.00 -64,120.00 0.00 0.00 -64,120.00 75,8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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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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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07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半年度业绩情况及半年报披露

时间；可转债进展情况；加氢站建设进度。 

2019 年 07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情况。 

2019 年 07 月 0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半年报披露时间。 

2019 年 07 月 0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半年度业绩及可转债进展情况。 

2019 年 07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半年度业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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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7 月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7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半年度业绩及可转债进展情况。 

2019 年 07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半年度业绩、生产经营相关情

况。 

2019 年 07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半年度业绩情况。 

2019 年 07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员工持股计划相关情况。 

2019 年 08 月 0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8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8 月 0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员工持股计划及可转

债项目相关情况。 

2019 年 08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半年度业绩、生产经营相关情

况。 

2019 年 08 月 1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半年度业绩、大股东质押相关情

况。 

2019 年 08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 2018 年年报中“营业收入构成”

里的“分行业”下“化工行业”具体包括哪

些。 

2019 年 08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终止原因、半年度

业绩情况、控股股东质押相关情况及可转

债进展。 

2019 年 08 月 3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半年报相关事项。 

2019 年 09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019 年 09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三季度业绩情况、员工持股计划

终止原因；公司氢能源项目及可转债项目

进展情况。 

2019 年 09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可转债项目进度、控股股东质押

情况、三季度业绩情况。 

2019 年 09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及三季度业绩情况。 

2019 年 09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询问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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