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0050                               证券简称：深天马 A                          公告编号：2019-079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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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宏良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彬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高艳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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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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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71,587,471.29 60,036,990,054.02 60,036,990,054.02 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926,256,241.87 26,004,730,643.89 26,004,730,643.89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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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6,443,636.02 13.69% 23,421,510,459.74 7.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90,224,888.68 -10.28% 1,033,812,917.41 -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69,202,502.26 66.56% 545,017,331.67 7.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542,549,209.51 6.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05 -10.31% 0.5048 -17.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05 -10.31% 0.5048 -17.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减少 0.21% 3.91% 减少 0.97%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情况 

（1）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公司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在“其他收益”中填列；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

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公司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了调整。2018 年 1-9 月“其

他收益”项目调增 1,264,177.46 元，“营业外收入”项目调减 1,264,177.46 元。2018 年 1-9 月“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调增 142,241,922.73 元，该金额原在“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列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影响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对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及净

利润无影响。 

（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2018 年 2 月，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其中收购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同时收购少数股东股

权，公司对上年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增强同期数据可比性。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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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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9,37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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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602,541.9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348,246.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87,175,823.69  

合计 488,795,585.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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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43 

（含信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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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02% 389,610,040 0 - 0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4% 291,567,326 0 - 0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76% 179,516,146 93,141,147 - 0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8.40% 172,097,332 89,488,555 - 0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14% 125,677,831 0 - 0 

武汉光谷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14% 43,912,470 0 质押 25,000,000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2% 37,276,373 0 - 0 

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8% 36,525,940 36,525,940 - 0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4% 23,342,100 0 - 0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99% 20,250,00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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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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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厦门金财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389,610,040 人民币普通股 389,610,040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91,567,326 人民币普通股 291,567,326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677,831 人民币普通股 125,677,831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86,374,999 人民币普通股 86,374,999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82,608,777 人民币普通股 82,608,777 

武汉光谷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43,912,470 人民币普通股 43,912,470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37,276,373 人民币普通股 37,276,373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3,34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42,100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250,000 

马信琪 16,578,572 人民币普通股 16,578,57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四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第三

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100%的股份、持有第二名股东中航国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7.5%的股份，第三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持

有第二名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3.93%的股份，第二名股东中航

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第八名股东中国航空技术厦门有限公司 100%

的股份，上述四名股东存在关联关系，也属于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之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均与第二、三、四、八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中国航

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说明可参照前 10 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第 10 名无限售条件

股东未知和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均与第二、四、五名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马信琪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 16,578,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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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附注 

应收票据 487,160,270.46 367,828,447.41 119,331,823.05 32.44% （1） 

其他应收款 115,490,396.19 60,499,071.76 54,991,324.43 90.90% （2） 

长期待摊费用 708,445,253.18 462,629,999.81 245,815,253.37 53.13% （3） 

短期借款 5,660,000,000.00 4,250,000,000.00 1,410,000,000.00 33.18% （4） 

应交税费 123,161,005.53 66,063,942.45 57,097,063.08 86.43% （5） 

其他流动负债 1,180,998,918.47 225,694,084.10 955,304,834.37 423.27% （6） 

应付债券 1,994,757,422.82 997,027,629.05 997,729,793.77 100.07% （7） 

长期应付款 31,600,000.00 191,600,000.00 -160,000,000.00 -83.51% （8） 

其他非流动负债 2,716,000,000.00 1,888,000,000.00 828,000,000.00 43.86% （9） 

其他综合收益 -21,960,221.55 -53,041,515.69 31,081,294.14 增加31,081,294.14元 （10） 

未分配利润 3,646,538,150.24 2,756,093,846.40 890,444,303.84 32.31% （11） 

 

（1）应收票据增加，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扩大，以票据结算方式收取货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增加，主要系应收增值税出口退税及应收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3）长期待摊费用增加，主要系本期模具购置增加所致。 

（4）短期借款增加，主要系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资金所需，增加流动资金借款所致。 

（5）应交税费增加，主要系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6）其他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本期新增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所致。 

（7）应付债券增加，主要系本期新增发行公司债券所致。 

（8）长期应付款减少，主要系本期归还上海天马专项应付款所致。 

（9）其他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系本期新增委托贷款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主要系受汇率波动影响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增加所致。 

（11）未分配利润增加，主要系公司本期实现盈利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附注 

管理费用 678,729,790.34 424,468,639.91 254,261,150.43 59.90% （1）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85,399.89 118,346,207.57 -118,531,607.46 -10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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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9,976,887.56 - -9,976,887.56 损失增加9,976,887.56元 （3）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

以“-”号填列） 
-198,609,668.92 -127,800,388.99 -70,809,279.93 损失增加70,809,279.93元 （4）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

以“-”号填列） 
784,112.91 -1,802,558.70 2,586,671.61 收益增加2,586,671.61元 （5） 

营业外收入 18,368,424.00 32,231,982.47 -13,863,558.47 -43.01% （6） 

营业外支出 1,993,635.48 4,365,967.16 -2,372,331.68 -54.34% （7） 

所得税费用 121,184,926.58 80,143,301.45 41,041,625.13 51.21% （8） 

 

（1）管理费用增加，主要系随公司业务规模扩大，招聘服务费、人工成本等相应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减少，主要系2018年2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确认原持有的天马有机发光40%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增值收

益，本期无此事项所致。 

（3）信用减值损失增加，主要系本期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期应收款项计提的减值损失计入信用减值损失，且无需调整

可比会计期间的数据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系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增加所致。 

（5）资产处置收益增加，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较上期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系本期确认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7）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系与非日常活动相关的净损失减少所致。 

（8）所得税费用增加，主要系递延所得税费用较上期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额 变动幅度 附注 

支付的各项税费 455,540,185.15 700,807,824.97 -245,267,639.82 -35.00% （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998,792.00 50,042,292.45 -48,043,500.45 -96.01% （2）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60,200,800.00 6,164,702.43 154,036,097.57 2498.68% （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

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45,323,238.96 32,479,939.21 12,843,299.75 39.54% （4） 

 

（1）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主要系本期预缴企业所得税较上期减少所致。 

（2）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系2018年2月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新增非同一控制下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购

买日现金余额，本期无此事项所致。 

（3）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主要系本期归还上海天马专项应付款所致。 

（4）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增加，主要系本期汇率波动较大影响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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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大担保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2019年4月9日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上海天马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

武汉天马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天马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为天马

有机发光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分别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马”）提供总额不

超过（包含）人民币70,000万元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马有

机发光”）提供总额不超过（包含）人民币33,000万元担保额度、同意公司为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天马”）

申请银团贷款（含租金保理）600,000万元人民币及海关保函200,000万元人民币共计不超过（包含） 800,000万元人民币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武汉天马以其第6代LTPS AMOLED生产线 （二期）项目形成的资产为其申请银团贷款600,000万元人民

币提供抵押担保、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天马”）提供总额不超过（包含）人民币  

964,000 万元担保额度，同时厦门天马以工艺、工程设备形成的资产为其中的 LTPS/AMOLED（含柔性）项目申请 100,000 

万元人民币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同意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为全资子公司天马有机发光提供总额不超过（包含）人民币22,000

万元担保额度。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746,000万元人民币，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等情形。 

 

2、关于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9年3月，公司启动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2019年8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九届监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的一

致行动人湖北长江天马定增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内的不超过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

超过73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投资建设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第6代LTPS AMOLED生产线二

期项目。本次发行方案尚需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截

止本报告披露日，尚未召开股东大会审批相关事项。 

 

3、关于拟在厦门投资建设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项目事项 

2019年8月12日，公司与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厦门天马共同签署了《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项

目投资合作框架协议》，拟合作出资不超过480亿元人民币于厦门投资建设第6代柔性AMOLED生产线项目。本次投资事项

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 

公司于2019年6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印度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

全资子公司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约7.4万美元（约50万元人民币）在印度设立子公司。2019年10月，印度子公

司“TIANMA MICROELECTRONICS (INDIA) PRIVATE LIMITED”取得了印度政府颁发的注册证书。 

公司于2019年7月3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2019年8月16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15亿元人民币设立湖北长江新型显示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新型

显示产业创新发展平台。2019年9月，湖北长江新型显示产业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武汉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5、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 

2019年10月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控股”）的通知，中国航空技术国

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与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国际深圳”）及中航国际控股拟进行

吸收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合并”）。本次合并完成后，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控股作为本次合并的被合并方将办理注销登

记手续，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资质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由中航国际承接与承继。 

本次合并前，中航国际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合并后，中航国际将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679,706,744股股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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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份总数的33.19%），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以下简称“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的最终实际控制人未

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变动事项还需股东方履行相关程序，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 

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2019年10月28日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申请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7、上述重要事项在报告期进展概述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重大担保情况 

2019 年 03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12、018~022、

028、065） 

2019 年 04 月 10 日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关于 2019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58） 

关于拟在厦门投资建设第 6 代柔性 AMOLED 生产线项目事项 2019 年 08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50）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事项 

2019 年 06 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34、037、046、

048、052、066、070） 

2019 年 08 月 01 日 

2019 年 08 月 17 日 

2019 年 09 月 03 日 

2019 年 10 月 09 日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 2019 年 10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68）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事项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71、072） 

 

8、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披露索引 

公告编号 公告标题 披露时间 查询索引 

2019-039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2019 年 07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40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7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41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 年 07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42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7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43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7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44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7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45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实施结

果公告 
2019 年 07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46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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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7 关于公司接受股东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48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49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9 年 08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0 关于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1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8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2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9 年 08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3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4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5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6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7 关于 2019 年半年度计提减值损失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8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59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60 
关于 2019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及相关预防措施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61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公告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62 
关于公司与湖北长江天马定增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63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

处罚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64 关于控股股东签订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65 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天马为上海光电子提供担保的公告 2019 年 08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66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2019 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067 
关于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

公告 
2019 年 09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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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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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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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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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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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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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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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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