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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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69,696,061.22 1,020,113,994.26 6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2,044,785.25 134,340,696.18 35.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79,126,787.68 89,542,729.20 100.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82,229,580.00 -1,164,843,726.44 -164.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85 0.1908 35.4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85 0.1908 35.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6% 1.75%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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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28,755,485.26 39,009,347,130.44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536,787,994.47 8,354,670,768.46 2.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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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8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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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7,906.77  

债务重组损益 1,628,175.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00,563.66  

减：所得税影响额 877,326.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1,331.74  

合计 2,917,99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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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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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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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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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庚价

值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6,142,190    

长安基金－中信

银行－长安－中

信银行权益策略

1 期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0.65% 4,610,000    

平安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金蕴 21

期（泓璞 1 号）

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0.50% 3,500,003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0% 3,485,276    

江永忠 境内自然人 0.39% 2,747,384    

赵伟 境内自然人 0.35% 2,4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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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价

值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42,190 人民币普通股 6,142,190 

长安基金－中信银行－长安－中

信银行权益策略 1 期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4,6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610,00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蕴 21

期（泓璞 1 号）集合资金信托 
3,500,003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85,276 人民币普通股 3,485,276 

江永忠 2,747,384 人民币普通股 2,747,384 

赵伟 2,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0,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

行“薪满益足”天天薪人民币理财

计划 

2,20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1,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纺机、恒天控股与中国恒天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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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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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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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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元） 上年末余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777,081,500.34  -   注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

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10,413,029,482.91    注2 

持有待售资产 0.00  5,021,093.59  -100.00% 注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527,106,821.86  120,000,000.00  2005.92% 注4 

其他流动资产 219,112,175.81  40,999,276.56  434.43% 注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4,183,371,431.73    注6 

其他债权投资 595,127,148.37  -   注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5,219,502.67  -   注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42,962,449.98  -   注9 

拆入资金 1,390,000,000.00  3,400,000,000.00  -59.12% 注10 

应交税费 401,322,128.31  661,397,186.12  -39.32% 注11 

持有待售负债 0.00  913,860.79  -100.00% 注12 

递延所得税负债 44,178,738.16  28,792,812.24  53.44% 注13 

其他综合收益 -8,847,136.96  9,620,758.96  -191.96% 注14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营业收入 1,669,696,061.22  1,020,113,994.26  63.68% 注15 

利息收入 67,219,357.61  113,078,291.80  -40.56% 注16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916,414,183.98  607,247,330.44  50.91% 注17 

营业成本 1,130,748,562.46  624,288,734.17  81.13% 注18 

税金及附加 20,838,576.88  12,664,268.80  64.55% 注19 

管理费用 870,083,176.10  583,183,970.50  49.20% 注20 

资产减值损失 4,775,851.88  18,063,377.78  -73.56% 注21 

其他收益 4,427,301.48  37,582,382.03  -88.22% 注22 

投资收益 112,977,146.43  80,493,987.05  40.35% 注23 

营业外收入 2,836,388.10  15,901,423.23  -82.16% 注24 

项目 本期金额（元） 上年同期金额（元） 变动幅度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82,229,580.00  -1,164,843,726.44  -164.60% 注2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67,485.27  17,911,403.47  -167.37% 注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327,285.74  332,571,577.20  -92.99% 注27 

注1：交易性金融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3：持有待售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中融汇兴80%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此股权交易当期完成所致； 

注4：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5：其他流动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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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7：其他债权投资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8：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9：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10：拆入资金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偿还拆入资金所致； 

注11：应交税费变动主要原因是缴纳税费所致； 

注12：持有待售资产变动主要原因是中融汇兴80%股权于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此股权交易当期完成所致； 

注13：递延所得税负债变动主要原因是金融产品浮盈计提的递延所得税增加所致； 

注14：其他综合收益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注15：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纺机业务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注16：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市场同期利率下降及拆入资金平均余额同比增加所致； 

注17：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新增业务同比增长，财富发行收入和手续费收入均实现同比

上涨所致； 

注18：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纺机业务结转成本增加所致； 

注19：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增加所致； 

注20：管理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受金融业务财富发行收入和手续费收入上涨影响，与之挂钩的薪酬费用同

步增加； 

注21：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剥离企业形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较大所致； 

注22：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收到处僵治困政府补助款较大所致； 

注23：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的原因主要是公司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注24：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年手续费收入较高所致； 

注2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偿还拆入资金、新增客户贷款及垫款

所致； 

注26：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增加在建工程进度款支出及投资天津宏大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所致； 

注27：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取得短期借款较大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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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公告日，天津恒天新能

源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按期还本付息。 

2、2015年6月，公司决定为子公司新楚风汽车提供合计15,000.00万元的担保。2016年12月9日，经纬纺机、中国恒天等五方

签署了汽车业务转让协议。2017年1月3日起，以上担保成为关联方担保，根据汽车转让协议安排，由中国恒天对公司提供反

担保的前提下，公司在积极推进担保人的置换工作。截至2017年末，对于新楚风的15000万元债务事宜，公司与贷款银行就

担保置换进行积极沟通后，中国恒天与银行签署了该15000万元债务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原有担保的解除事宜，仍在与银

行进一步协调中。 

3、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恒天与国机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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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根据后续进

展情况履行临时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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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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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0万元，公司代持的泗阳嘉泰实缴出资额为

1500万元。 

5、为整合公司棉纺机械全流程产品业务资源，进一步突出棉纺机械成套优势，公司以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山西经纬纺织机

械专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专件”）为平台，组建全资子公司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智能”）；

在山西专件原注册资本1亿元基础上，再对经纬智能增资9亿元，增资主要以公司持有的下属9家棉纺业务类企业股权的账面

值作价进行增资，其余增资部分以现金补足。同时将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榆次分公司（以下简称：“榆次分公司”）账

面主要经营性资产116101.87万元，负债116101.87万元，两项匹配抵消后，作价0元划入经纬智能。增资及相关划入完成后，

经纬智能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组建经

纬智能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68）。目前，山西专件已更名为经纬智能，榆次分公司相应资产及负

债已划入经纬智能，公司对经纬智能9亿元增资（其中现金2.05亿元）已完成。截至本报告公告日，相关工商变更备案尚在

进行中。 

6、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融信托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中融鼎新设立子公司，自筹资金在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创新园A区核心区

投资建设中融信托哈尔滨总部大楼。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融信托拟投资建设

哈尔滨总部大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72）。2019年1月23日，中融鼎新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哈尔滨中融鼎新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融置业”）通过黑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平台，以人民币9,990万元竞得No.2018HTS(G)004地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同日，中融置业与哈尔滨市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目标地块的《成交确认书》。截至本报告公告日，本项目已

签署完成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承诺书和土地不

动产权证，同时本项目正处于规划方案深化设计阶段。 

7、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于2018年11月28日与吴忠现代农业扶贫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德州恒丰纺织有限公司、纺织之光科技

教育基金会等合作方签署协议，拟出资3,500万元参与设立吴忠市仁盛纺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下称“产业基金”），

占产业基金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比例为33.65%，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29日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93）。目前产业基金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管理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要求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增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吴旭东先生为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任期为自

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为止。2019 年 2 月 26 日，公司召

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增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的议案》。 

2019 年 01 月 29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6 

2019 年 02 月 27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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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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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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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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货币基金 8,870,983,586.48 
公允价值

计量 
8,870,983,586.48   1,819,300,000.00 1,694,598,051.90 62,768,257.01 9,058,453,791.59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002321 华英农业 209,350,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36,740,000.00 59,063,066.82   37,084,970.00 2,426,026.18 161,144,123.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300413 芒果超媒 61,189,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15,482,228.98 22,746,972.42     138,229,201.4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0928 

中融国企改革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0,000,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5,747,387.77 1,970,704.38     17,718,092.15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3081 
中融上清所 1-3 年中

高级 
10,000,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0,000,000.00  527,000.00 10,527,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5723 

中融聚安 3 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基

金 

10,001,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0,533,000.00 -270,000.00    200,000.00 10,463,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5361 
中融聚商 3 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10,001,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0,551,000.00 -715,000.00    439,000.00 10,275,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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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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投资基金 

基金 006120 

中融聚明 3 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10,001,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0,006,000.00 157,000.00     10,163,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005637 
中融聚业 3 个月定期

开放债券 
10,001,000.00 

公允价值

计量 
10,066,000.00 22,000.00    70,000.00 10,158,000.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000762 西藏矿业 31,997,403.00 
公允价值

计量 
3,876,848.00     966,336.00 4,843,184.00 

交易性金

融资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1,667,686,526.48 -- 1,842,683,545.72 24,581,141.70  678,020,000.00 257,410,198.38 57,232,619.16 2,345,107,108.20 -- -- 

合计 10,911,210,515.96 -- 11,026,669,596.95 107,555,885.32 0.00 2,507,320,000.00 1,989,093,220.28 124,629,238.35 11,777,081,500.34 -- -- 

五、 证券投资说明 

上表中的证券投资主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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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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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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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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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