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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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的原因：1、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融信托因收入结构变化，当期对营业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进行重分类，

为使数据口径一致，调整上年同期金额，调整后营业总收入不变。2、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融信托之联营企业哈尔滨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监管要求调整2018年财务数据，公司被动执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调整相关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34,847,474,072.75 39,009,347,130.44 38,939,057,130.44 -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8,668,436,033.07 8,354,670,768.46 8,328,333,105.46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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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6,262,807.08 -25.85% 3,900,351,039.52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8,387,186.98 -91.00% 372,620,408.17 -2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2,426,294.46 -69.13% 404,368,154.89 -6.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3,989,392,279.94 -52.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89.66% 0.53 -26.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89.66% 0.53 -26.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2.34% 4.39% -2.05%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704,130,000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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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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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5,6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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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98,936.18  

债务重组损益 2,621,898.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033,608.20  

减：所得税影响额 -529,619.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609,605.44  

合计 -31,747,746.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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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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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中国恒天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0% 19,012,505 19,012,505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其他 1.76% 12,411,457 0   

中信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民

生财富 2 期指定

型结构化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14% 8,004,600 0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
境外法人 1.13% 7,960,1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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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华鑫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华鑫信

托·280 号证券投

资集合信托计划 

其他 0.84% 5,912,700 0   

郭宝田 其他 0.79% 5,596,4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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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8% 3,365,159 0   

江永忠 其他 0.39% 2,74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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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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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411,457 人民币普通股 12,41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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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民

生财富 2期指定型结构化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8,004,6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4,600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7,960,107 其他 7,960,107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280 号证券投资集合信托计划 
5,912,700 人民币普通股 5,912,700 

郭宝田 5,596,431 人民币普通股 5,59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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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5,159 人民币普通股 3,365,159 

江永忠 2,747,384 人民币普通股 2,747,384 

赵伟 2,3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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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江永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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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幅度 说明 

货币资金 6,767,223,624.90  12,511,233,431.28  -45.91% 注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5,319,543,506.14  - -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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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应收票据 372,686,347.29  621,288,520.44  -40.01% 注 4 

应收账款 1,536,162,213.50  1,112,555,444.45  38.08% 注 5 

预付款项 523,491,397.81  346,771,614.28  50.96% 注 6 

其他应收款 621,863,860.00  368,983,540.52  68.53% 注 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8,308,222,252.17  120,000,000.00  6823.52% 注 8 

发放贷款和垫款 2,137,464,795.43  1,431,705,488.28  49.30% 注 9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4,183,371,431.73  - 注 10 

其他债权投资 274,383,299.26  - - 注 11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3,219,502.67  - - 注 12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1,001,408,912.10  - - 注 13 

在建工程 203,384,204.85  114,977,689.55  76.89% 注 14 

拆入资金 0.00  3,400,000,000.00  -100.00% 注 1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940,219.89  2,884,113,167.00  -99.86% 注 16 

长期借款 796,340,720.27  89,050,720.27  794.26% 注 17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变动幅度 说明 

其他收益 15,589,802.36  55,503,330.94  -71.91% 注 18 

资产减值损失 -10,696,419.03  -88,607,773.35  -87.93% 注 19 

资产处置收益 -5,351,119.80  30,274,902.74  -117.68% 注 20 

营业外收入 -44,570,830.28  45,738,023.91  -197.45% 注 21 

营业外支出 -71,863.36  31,121,007.99  -100.23% 注 22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 变动幅度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9,392,279.94  -2,608,748,273.37  -52.92% 注 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2,015,239.35  -1,250,755,591.95  -121.63% 注 24 

注1：货币资金变动主要原因是偿还拆入资金及发放贷款和垫款所致； 

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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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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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收票据变动主要原因是开展票据托收及对外背书业务所致； 

注5：应收账款较年初增加的原因是子公司销售业务形成应收客户款增加所致； 

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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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款所致； 

注7：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的原因是子公司支付项目投标保证金所致；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注8：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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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发放贷款和垫款变动主要原因是新增客户贷款和垫款所致； 

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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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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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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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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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建工程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投入建设经纬研发楼、新技术研发楼所致； 

注15：拆入资金变动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偿还拆入资金所致； 

注1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主要原因是偿还债券所致； 

注17：长期借款变动主要原因是新增保证借款所致； 

注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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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9：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计提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较大； 

注20：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原因主要是上期公司子公司处置无形资产获得收益较大； 

注21：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原因主要是当期退回政府补助所致； 

注22：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上期支付“三供一业”改造支出较大所致； 

注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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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偿还债务支付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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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天津恒天新能源汽

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按期还本付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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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50万元，公司代持的泗阳嘉泰实缴出资额为

1500万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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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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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公司于2017年年初收到财政部拨付资金共计人民币11,695万元，用于“僵尸企业”职工分流安置工作。具体请见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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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7年3月10披露在巨潮资讯网编号为2017-10的公告。本公司于2019年7月初收到控股股东中国纺机转发的《中国恒天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落实处僵治困专项财务调查发现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对中央企业“处僵治困”专项财务

调查结果，上级主管单位认为本公司存在超范围使用“僵尸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助资金涉及人民币6,582万元。本公司

根据该通知要求，已按原拨款路径于2019年7月9日退回前述财政部拨付资金中的人民币6,582万元。本次退回政府补助事项

将减少因政府补助所形成的营业外收入6,582万元。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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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股子公司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哈尔滨总部大楼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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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签署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企业投资项目备案承诺书，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并开始施工。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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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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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18）。2019年3

月29日，公司收到《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产业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截至本报告公告日，产业基金

共获得实缴出资金额2466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实缴出资额为830万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高级管人员

的变动情况 

2019 年 07 月 13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名称为《第八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吴旭东先生不再任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36、

2019-37。 

2019 年 07 月 30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名称为《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的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董事会换届的公告》、《关于监事会换届

的公告》、《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公告编号：2019-38、2019-39、2019-40、

2019-41、2019-42。 

2019 年 08 月 16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名称为《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

公告》、《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延期换届的公告》、《第

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选举第九

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44、

2019-45、2019-46、2019-47、2019-48、2019-49。 

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事项 2019 年 09 月 30 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名称为《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第九届监事会 2019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

更正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57、2019-58、2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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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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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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融货币基金 8,870,983,586.48 

公允

价值

计量 

8,870,983,586.48   6,749,550,000.00 12,852,442,250.63 149,620,007.82 2,917,711,34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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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6,463.50     19,323,8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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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740,000.00 357,831.45   40,244,970.00 32,009,452.55 128,862,314.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159915 创业板 ETF 基金 18,531,339.30 

公允

价值

计量 

   18,531,339.30  550,633.50 19,081,972.8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 
北京融鼎坤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40,020,000.00 

公允

价值

计量 

94,020,222.03     13,770,256.97 107,790,479.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基金 - 
睿冠（上海）投

资合伙企业（有
63,939,726.02 

公允

价值
65,418,325.06     3,452,351.67 68,870,676.73 

交易性

金融资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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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 计量 产 

基金 - 

中融鼎新天狮股

权投资基金 1 号

基金 

40,000,000.00 

公允

价值

计量 

85,148,000.00     12,492,000.00 97,640,0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债券 123006 东财转债 35,864,448.00 

公允

价值

计量 

35,864,448.00 -76,571.76   5,762,654.63 -112,417.71 29,912,803.9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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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6,000.00 424,000.00     10,4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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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8,000.00    600,000.00 10,265,0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自有

资金 

期末持有的其他证券投资 1,632,062,475.46 -- 1,702,208,627.61 -31,928,211.59 0.00 815,516,327.48 635,522,166.46 59,380,487.73 1,909,655,064.77 -- -- 

合计 10,950,753,575.26 -- 11,026,669,596.95 -28,514,488.40 0.00 7,583,597,666.78 13,533,972,041.72 271,762,772.53 5,319,543,506.14 --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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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