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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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叶茂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毛发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安勇芝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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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32,060,684.30 36,760,984,631.19 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049,772,064.39 7,634,670,496.41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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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5,902,541.42 3.42% 5,184,748,949.26 1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323,401.01 -38.90% 505,160,224.17 -39.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2,210,236.63 8.88% 432,537,588.56 -18.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608,748,273.37 -292.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38.30% 0.72 -38.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38.30% 0.72 -38.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5% -2.03% 6.44%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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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80,30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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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86,983.41  

债务重组损益 5,381,362.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826,665.4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758,522.8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994,154.50  

合计 72,622,635.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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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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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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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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纺织机械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1.13% 219,194,674 210,579,426 

质押 4,339,420 

冻结 214,855,248 

中国恒天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4.49% 172,407,491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 19,012,505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13% 7,980,107    

郑卫良 境内自然人 0.53% 3,749,4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其他 0.47% 3,308,733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

华趋势领航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3,000,159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华润

信托·昀沣 9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3% 3,000,055    

江永忠 境内自然人 0.39% 2,747,384    

宋一民 境内自然人 0.39% 2,7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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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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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恒天控股有限公司 172,407,491 其他 172,407,491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8,615,248 人民币普通股 8,615,248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7,980,107 其他 7,980,107 

郑卫良 3,749,400 人民币普通股 3,749,4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08,733 人民币普通股 3,308,73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00,159 人民币普通股 3,000,159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

信托·昀沣 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00,055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55 

江永忠 2,747,384 人民币普通股 2,747,384 

宋一民 2,736,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36,000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诚诚

沣锦鑫 3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54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46,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纺机与恒天控股存在关联关系，并且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10 名无限售

条件普通股股东与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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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卫良先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3,749,400 股，江永忠先生通过投资者信用证

券账户持有 2,74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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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8年 9 月 30 日 2017年 12月 31日 变动幅度 说明 增减额 

货币资金 6,283,486,423.40  9,988,012,886.88  -37.09% 注 1 -3,704,526,463.48  

预付款项 490,828,192.75  256,822,206.58  91.12% 注 2 234,005,986.17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0.00  38,000,000.00  -100.00% 注 3 -38,000,000.00  

其他流动资产 25,993,602.44  42,962,038.72  -39.50% 注 4 -16,968,436.28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4,786,385,835.34  8,172,150,923.20  80.94% 注 5 6,614,234,912.14  

持有至到期投资 0.00  50,000,000.00  -100.00% 注 6 -50,000,000.00  

在建工程 41,064,698.06  19,114,367.34  114.84% 注 7 21,950,330.72  

拆入资金 3,400,000,000.00  2,000,000,000.00  70.00% 注 8 1,400,000,000.00  

预收款项 788,960,022.39  567,472,097.30  39.03% 注 9 221,487,925.0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427,383,871.99  1,469,183,714.37  133.28% 注 10 1,958,200,157.62  

应付债券 3,164,475,596.00  5,055,369,704.68  -37.40% 注 11 -1,890,894,108.68  

递延收益 113,787,887.67  72,706,137.70  56.50% 注 12 41,081,749.97  

其他综合收益 -17,804,481.94  -77,691,992.28  77.08% 注 13 59,887,510.34  

项目 2018年 9 月 30 日 2017年 9 月 30 日 变动幅度 说明 增减额 

利息收入 272,693,970.34  207,923,070.04  31.15% 注 14 64,770,900.3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1,548,684,993.75  2,326,315,095.57  -33.43% 注 15 -777,630,101.82  

资产减值损失 88,607,773.35  277,716,978.19  -68.09% 注 16 -189,109,204.84  

其他收益 55,503,330.94  7,968,468.23  596.54% 注 17 47,534,862.71  

投资收益 176,096,571.96  1,013,950,285.35  -82.63% 注 18 -837,853,713.39  

资产处置收益 30,274,902.74  10,597,469.81  185.68% 注 19 19,677,432.93  

项目 2018年 9 月 30 日 2017年 9 月 30 日 变动幅度 说明 增减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08,748,273.37  1,353,441,116.60  -292.75% 注 20 -3,962,189,389.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199,324.68  879,421,400.14  -87.58% 注 21 -770,222,075.46  

 

注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的原因是信托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增加所致。 

注2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的原因是子公司业务开展所需预付物资采购款所致。 

注3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出售买入返售金额资产所致。 

注4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的原因是税金重分类所致。 

注5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较年初增加的原因主要是信托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增加所致。 

注6持有至到期投资较年初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信托计划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所致。 

注7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对经纬研发楼及新技术研发楼进行了投入，对机械设备进行了修理维护。 

注8拆入资金较年初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本期新增拆入资金。 

注9预收款项较年初增加主要原因是子公司销售订单增加导致。 

注10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年初增加主要原因是应付债券重分类所致。 

注11应付债券较年初减少主要原因是应付债券重分类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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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递延收益较年初增加主要原因是因“三供一业”事项收到政府补助所致。 

注13其他综合收益较年初增加的原因主要是联营企业间接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注14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是同业存款利率的同比上涨。 

注15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金融业务转型导致信托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下降。 

注16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对申请破产的子公司计提减值及对往来款项和存货计提减值较大。 

注17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收到特困企业政府补助所致。 

注18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处置汽车业务及转回申请破产子公司咸阳公司以前年度超额亏损。 

注19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处置无形资产获得收益增加所致。 

注20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信托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的增加导致。 

注21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公司收回处置汽车股权款、公司子公司收到拆迁补助款、公司子

公司出售金融产品收到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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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向天津恒天新能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7000万财务资助事宜（详见于巨潮资讯网，公告日期2016年5月17日，

名称《向子公司提供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20），根据2016年12月9日公司和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恒天”）等五方签署的汽车业务转让协议的安排，由中国恒天对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措施，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正在加紧与国

开行协商置换。 

2、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与中国工业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2016年11月10日签署了重组协议。按

照该协议，中国恒天整体产权将无偿划转进入国机集团，中国恒天将成为国机集团的全资子公司。2017年06月29日，公司收

到中国恒天转发来的国资委《关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经国资委研究并报国

务院批准，同意中国恒天与国机集团实施战略重组。2017年9月6日，公司收到国机集团的通知，国机集团已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豁免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7]1626号）。  

3、公司作为优先级有限合伙人于2017年8月与泗阳县嘉泰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泗阳嘉泰”）、北京京鹏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京鹏投资”）等合作方，投资宿迁恒天海嘉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天海嘉”），以

带动公司化纤加弹机设备的销售，促进公司化纤机械业务发展；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4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产业基金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7-43）。此后，为充分保障公司利益，公司与泗阳嘉泰约定，公司拟认缴的12000万元出资额中的4500

万元出资额，由泗阳嘉泰承担实际出资义务，公司仅对7500万份额以自有资金进行实缴出资，泗阳嘉泰进行实缴出资的4500

万元出资额由公司代其持有，同时公司有权将该4500万出资额自主处置，并以处置所得资金优先满足公司以自有资金实缴出

资（7500万元份额）的预期收益。恒天海嘉全体合伙人拟认缴出资总额为24310万元，公司合计名义的出资额占恒天海嘉全

体合伙人出资总额比例为 49.36%，其中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进行出资的金额为7500万元，占恒天海嘉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

额比例为30.85%，公司代持的泗阳嘉泰出资额为4500万元，占恒天海嘉全体合伙人出资总额比例为18.51%。截至本报告公

告日，恒天海嘉共获得实缴出资金额949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实缴出资额为2850万元，公司代持的泗阳嘉泰实缴出资额为

1500万元。  

4、公司因筹划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中植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植集团”）所持中融信托

约32.9864%股权，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3月12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2018年5月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8年 5 月 1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原预计在累计停牌不超过3个月时间内，即在2018年6月12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但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等工作量较大，涉及的沟通、谈判事项较多，重组方案仍在进一步论证和完善中，公司预计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方案。2018年5月18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将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继续停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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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6月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议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6月1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承诺公司股票因筹划各类事项的连

续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2018年3月12日）起累计不超过6个月。  

     2018年9月11日，公司通过全景网提供的服务平台（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以网络远程互动方式召开了投资者

说明会，针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互动沟通和交流。 

     由于本次重组交易标的体量较大，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量较大，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本次交易预计

金额较大，公司仍在对交易方案进行审慎的论证和完善，并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事项进行进一步沟通与协商；本次重组方

案尚需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性批复。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自停牌6个月期满（2018年9月12日）起

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公司预计无法在停牌累计不超过7个月的时间内，即2018年10月12日前按照《26号准则》披露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等相关信息，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

大影响，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公司股票将自2018年10月12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 

     上述事项详细披露于2018年3月12日、2018年3月17日、2018年3月24日、2018年3月31日、2018年4月10日、2018年4月12

日、2018年4月19日、2018年4月26日、2018年5月5日、2018年5月12日、2018年5月19日、2018年5月26日、2018年6月2日、

2018年6月6日、2018年6月9日、2018年6月12日、2018年6月16日、2018年6月23日、2018年6月30日、2018年7月7日、2018

年7月12日、2018年7月20日、2018年7月26日、2018年8月2日、2018年8月9日、2018年8月16日、2018年8月23日、2018年8

月30日、2018年9月6日、2018年9月8日、2018年9月12日、2018年9月19日、2018年9月26日、2018年10月10日、2018年10月

12日、2018年10月19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恒天精纺（北京）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额 3001 万元

全部实缴到位，其中公司实缴出资款

2,025 万元，夏邑县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实缴出资款 450 万元，河南永安纺织

有限公司实缴出资款 525 万元，京鹏投

资实缴出资款 1 万元。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73 

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收到职工代表监

事程娜女士的辞呈。因工作调整，程娜

女士申请辞去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职

后，程娜女士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通过，

选举房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任期自 2018 年 9 月 18 日起

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018 年 09 月 19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74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侯

顺利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

于聘任程娜女士担任公司总法律顾问的

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侯顺利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程娜女士为

公司总法律顾问。 

2018 年 09 月 26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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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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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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 000846 
中融货币

市场基金 

4,535,32

2,089.54 

公允价

值计量 

4,535,32

2,089.54 
  

12,107,1

37,209.2

2 

13,078,8

41,441.2

6 

182,280,

711.35 

3,745,89

8,568.8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000762 西藏矿业 

31,997,4

03.00 

公允价

值计量 

29,453,2

00.00 

4,668,01

4.62 
  

22,186,6

85.40 

-6,521,8

97.22 

5,412,63

2.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外

股票 
601933 永辉超市 

8,619,02

0.00 

公允价

值计量 
 
-930,798

.00 
 
8,616,24

8.00 
  

7,685,45

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可转债 123006 东财转债 
16,000.0

0 

公允价

值计量 

16,000.0

0 
  

55,654,5

38.62 
  

55,670,5

38.62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411,674,

813.15 
-- 

187,338,

528.48 

7,600,59

4.27 
 
268,941,

381.84 
  

463,880,

504.59 
-- -- 

合计 
4,987,62

9,325.69 
-- 

4,752,12

9,818.02 

11,337,8

10.89 
0.00 

12,440,3

49,377.6

8 

13,101,0

28,126.6

6 

175,758,

814.13 

4,278,54

7,694.06 
-- -- 

六、 证券投资说明 

上表中的证券投资均为子公司中融信托从事的证券投资业务，此类业务是其日常经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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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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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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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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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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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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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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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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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证券投资情况
	六、 证券投资说明
	七、委托理财
	八、衍生品投资情况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十、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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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