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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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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怀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振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胡怡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总资产 3,013,674,369.32 3,159,855,084.81 -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92,169,287.75 1,127,482,937.67 -3.1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880,721.26 1,052,972,929.76 -73.61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

告期末（1-9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2,483,486,098.24 2,922,489,415.61 -1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8,686,350.08 157,267,985.81 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7,657,712.70 151,868,633.02 10.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05 14.98 增加 0.07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6 8.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0 0.46 8.7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 月） 
年初至报告

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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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16,464.90 970,516.0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280.96 1,080,772.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231.00 637,959.07

所得税影响额 -173,744.21 -672,312.0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5,403.99 -988,298.65

合计 265,828.66 1,028,637.38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9,88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股份 

类别 
持有非流通

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

量 

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51,070,000 44.43 未流通 151,070,000 无 0 境外法人 

黑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5,200,000 1.53 未流通 5,2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黑龙江省火电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 0.88 未流通 3,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牡丹江鑫汇资产投资经营公司 2,500,000 0.74 未流通 2,5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李亚波 2,031,500 0.60 已流通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0 0.59 未流通 2,000,000 无 0 国有法人 

孙建斌 1,433,845 0.42 已流通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莹 1,141,746 0.34 已流通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牡丹江市桦林昕盛有限责任公司 1,130,000 0.33 未流通 1,130,000 无 0 国有法人 

杨嘉广 1,126,058 0.33 已流通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李亚波 2,031,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1,500

孙建斌 1,433,845 人民币普通股 1,433,845

徐莹 1,141,746 人民币普通股 1,141,746

杨嘉广 1,126,058 人民币普通股 1,126,058

田秋成 1,107,582 人民币普通股 1,107,582

张旭萍 1,038,127 人民币普通股 1,038,127

杨红芳 828,200 人民币普通股 828,200

李超海 634,400 人民币普通股 63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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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娟 622,600 人民币普通股 622,600

郑育田 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 
部分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68,514,713.34 224,178,984.10 -69.44% 
主要系报告期内母公司现金分

红所致。 

应收票据 80,265,109.91 128,624,572.55 -37.60% 
主要系背书转让银行汇票增加

所致。 

在建工程 69,604,004.16 33,281,678.30 109.14% 
主要系技改支出及消防安全支

出增加等影响。 

短期借款 206,787,066.31 47,116,300.00 338.89% 
主要系短期贸易融资增加所

致。 

应付票据 56,768,624.43 123,016,243.09 -53.85% 
主要系结算方式变化及销售下

降导致应付票据减少。 
应付股利 234,166,179.35 125,015,906.12 87.31% 主要系子公司分红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70,710,320.95 194,704,523.83 -63.68% 主要系融资结构调整所致。 

利润表部分 
本期金额 
（7-9 月） 

上期期金额 
（7-9 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成本 446,944,988.37 840,735,562.68 -46.84% 
主要系销量下降与原材料价格

下调所致。 

财务费用 -18,835,941.26 36,464,216.14 -151.66%

主要系美元汇率波动影响，使

本期汇兑收益比去年同期增

加；同时利率下调，融资减少，

贷款结构变动，外币贷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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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利息支出减少。 
现金流量表 

部分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77,880,721.26 1,052,972,929.76 -73.61% 

主要是本期经营规模有所减

少，轮胎销售下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43,928,646.86 -627,042,685.04 -45.15% 

主要系分红及贷款结构变动所

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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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公司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

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收购

报告

书或

权益

变动

报告

书中

所作

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佳通轮胎（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及

其母公司新加坡

佳通轮胎私人有

限公司 

当 2003 年本公司濒临退市边缘之际，佳通轮胎（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收购本公司

时，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母公司新加坡佳通轮

胎私人有限公司（以下合并称“佳通轮胎”）已经在国内拥有

数家轮胎生产企业和完善的轮胎销售网络。为避免同业竞争对

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影响，佳通轮胎做出有先决条件的承诺（概

要如下）： 

1、一旦上市公司具备了收购上述轮胎公司的实力和能力

后，公司有权提出收购上述资产的权利，其收购价格以市场公

允价确定；佳通轮胎计划并承诺在政策允许的条件下，以证监

会认可的其它方式，将其在中国境内投资的其余轮胎公司注入

上市公司，以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2、在彻底解决国内同业竞争问题前，采取由本公司托管

佳通轮胎中国境内替换市场销售网络和保证销售本公司及其

子公司不低于70%产出的方式，以保证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已就佳通轮胎关于解决本公司同业竞争问题作出的相关承诺及其履行情况进行了公告。

佳通轮胎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总体安排为：在配套和出口市场，通过划分市场、产品或优先销售

等避免下属企业与本公司产生竞争性投标；在替换市场，本公司已经托管佳通轮胎国内的替换市

场销售网络，以就近原则划分销售区域或以产品的品牌、规格、市场定位等区分销售以避免产生

竞争性投标。除采取上述原则外，佳通轮胎也保证完成销售本公司不低于 70%的产出以维护上市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