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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唐鸿重工/公司/股份公司 指 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办券商/恒泰证券 指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报告期 指 2018年 7 月 1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 

报告期末 指 2018年 9 月 30 日 

年初至报告期末 指 2018年 1 月 1日至 2018年 9月 30日 

公司章程 指 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告编号：2018-047 

- 4 - 

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张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浩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郑蕊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其真实、准确、

完整 

否 

是否存在未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 否 

是否存在豁免披露事项 否 

1、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存在异议或无法保证的理由 

无 

2、 列示未出席董事会的董事姓名及未出席的理由 

无 

3、 豁免披露事项及理由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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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中文全称 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唐鸿重工 

证券代码 836734 

法定代表人 张娟 

挂牌时间 2016年 3 月 30 日 

转让方式 集合竞价 

分层情况 创新层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

负责人 
张贤志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

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2005795871291 

注册资本 156,591,400.00 元 

注册地址 唐山市丰南区开发区兴工街 6号 

联系电话 0315-7771582 

办公地址 唐山市丰南区开发区兴工街 6号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比例 

总资产 896,779,243.41 910,411,893.77 -1.5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22,872,531.64 260,359,262.35 24.01% 

资产负债率 64.00% 71.41% -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比

例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比

例 

营业收入 279,698,102.49 -1.50% 1,552,480,687.77 82.1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7,724,589.51 -26.85% 62,513,269.29 56.4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427,089.51 -30.94% 61,958,899.32 58.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1,155,877.36 239.10% -24,753,693.63 44.2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26.85% 0.40 5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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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26.85% 0.40 56.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 21.44%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702,200.00 

2. 税收滞纳金 -0.03 

3. 捐赠支出 -50,000.00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652,199.97 

所得税影响数 97,830.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554,369.97 

 

（三）报告期期末的普通股股本结构、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期初 期初至期

末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60,233,040 38.47% 9,146,695 69,379,735 38.47%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7,139,916 17.33% 0 27,139,916 17.33% 

      董事、监事、高管 28,400,665 18.14% 0 28,400,665 18.14%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96,358,360 61.53% -9,146,695 87,211,665 55.6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83,552,748 53.36% 0 83,552,748 53.36% 

      董事、监事、高管 87,111,665 55.63% 0 87,111,665 55.63% 

      核心员工 

0 0.00% 0 0 0.00% 

     总股本 156,591,400 —  156,591,4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6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

号 

股东名

称 
期初持股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限

售股份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张娟 94,498,332 0 94,498,332 60.35% 71,406,999 23,09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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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浩涛 16,194,332 0 16,194,332 10.34% 12,145,749 4,048,583 

3 崔超 40,000 6,876,334 6,916,334 4.42% 0 6,916,334 

4 郑蕊 4,529,666 0 4,529,666 2.89% 3,397,250 1,132,416 

5 张应力 1,001,000 3,069,000 4,070,000 2.60% 0 4,070,000 

6 张润英 4,000,000 0 4,000,000 2.55% 0 4,000,000 

7 孙永强 2,727,000 0 2,727,000 1.74% 0 2,727,000 

8 陆洪度 2,300,000 0 2,300,000 1.47% 0 2,300,000 

9 
王嘉莹 2,136,000 0 2,136,000 1.36% 

 

0 
2,136,000 

10 李旺 2,000,000 0 2,000,000 1.28% 0 2,000,000 

合计 129,426,330 9,945,334 139,371,664 89.00% 86,949,998 52,421,666 

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张娟和王浩涛是夫妻关系；张应力是张娟的父亲；王嘉莹是

张娟和王浩涛夫妇的子女；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公司前十名股东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截至报告期末优先股的基本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五）截至报告期末债券发行的基本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债券违约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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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事项 

（一）重要事项的合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事项 
是否存在重要

事项 

是否经过内

部审议程序 

是否及时履

行披露义务 

临时公告查

询索引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否 - - - 

对外担保事项 是 是 是 2018-042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

资金 

否 - - - 

对外提供借款事项 否 - - - 

日常性关联交易事项 否 - - -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是 是 是 2018-043 

须经股东大会审议的收购、出售资产、

对外投资事项或者本季度发生的企业

合并事项 

否 - - - 

股权激励事项 否 - - - 

承诺事项 是 - - -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

质押的情况 

是 是 是 2016-048 

被调查处罚的事项 否 - - - 

失信情况 否 - - - 

 

一、对外担保事项 

2018 年 10 月 1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唐山市

鸿达汽车改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鉴于被担保方经营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且

与公司保持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鸿达汽车一直为公司向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丰南支行

的借款提供担保。因此公司董事会在考虑该担保风险可控和双方长远合作的基础上同意为其提供担

保。公司拟与唐山农商行城区支行签订抵押担保合同，以自身拥有的房产、土地为鸿达汽车借款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8-042）。 

二、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2018 年 10 月 12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计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重庆富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的议案；同时审议《关于公司接受关联方为向富民银行借款提供反担

保》的议案，由于该议案的关联董事张娟、王浩涛、郑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因非关联董事不足

半数，本议案需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为补充流动资金需求并与重庆富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富民银行”）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公司拟向富民银行申请不超过 5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壹年。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为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同时由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娟、王浩涛夫妇；董事、财务总监郑蕊女士；监事赵立柱先生向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河北

分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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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http://www.neeq.com.cn）上披露的《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重庆富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授信并接受关联方反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3）。 

三、承诺事项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为避免存在同业竞争的潜在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发生违反该承诺的事宜。 

2、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函》。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违反该承诺的事宜。 

3、关于部分土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风险的承诺函：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了《承诺函》，

承诺：及时安排落实合法、适当的场所供公司使用；若未能及时安排落实合法、适当的场所，公司

由此产生的全部损失均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承担。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违反该承诺的事

宜。 

4、关于承担担保款项的违约代偿义务的承诺：由于公司为鸿达汽车在河北唐山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的 7,970万元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出具了《关于承担担保款项

的违约代偿义务的承诺》：“若鸿达汽车未按相关借款合同中的承诺按期足额偿还全部债务，导致债

权人损失的，本人承诺将鸿达汽车未偿还款项支付给债权人。给唐鸿重工造成损失的，本人赔偿唐

鸿重工的损失。”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违反该承诺的事宜。 

四、资产抵押情况 

公司固定资产处于抵押状态是由 2016 年延续至今的一种抵押状态，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和 2016 年 10 月 8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为唐山市鸿达汽车改装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以自身拥有的房产、土地

和机器设备为为唐山市鸿达汽车改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达汽车”)向河北唐山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的银行借款提供抵押担保。2016 年 11月 4 日唐鸿重工和河北唐山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区支行签订《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为（唐农商行城区支行）农信抵字（2016）

第 41652016898286 号。担保范围为主合同下本金（人民币）柒仟玖佰柒拾万元，担保期间为：2016

年 11月 4 日至 2018年 11月 3 日，抵押财产为两块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 

资产 权利受限类型 担保金额 发生原因 

固定资产 抵押 79,700,000.00 对外提供担保 

总计 - 79,700,000.00 - 
 

                                                               

（二） 报告期内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情况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始终坚持贯彻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将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自觉融入企业的发展使

命： 

1、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产业政策，配合政府部门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报告期内公司已投资 280.62

万元更新改造 VOC 治理设备，对公司喷漆等废气处理进行改造，以严苛的标准全面达到环保要求，

成为经济区内的标杆企业。 

2、公司依法合规经营，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切实维护员工利益；注重产品

质量，诚信经营，切实保障了消费者及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3、公司经营良好，信息披露及时，保障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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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分配与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四）董事会秘书变动情况及任职资格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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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报告 

（一） 财务报告的审计情况 

是否审计 否 

（二） 财务报表 

1.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上年度末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299,159,685.78 488,435,544.94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86,290,339.46 94,680,774.73 

预付款项 29,654,244.43 12,127,217.81 

其他应收款 3,803,365.78 5,553,088.11 

存货 185,676,295.00 124,325,040.58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7,302,821.85 3,290,310.00 

其他流动资产 1,615,740.04 2,525,248.57 

流动资产合计 713,502,492.34 730,937,224.74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2,641,529.27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55,960,900.74 152,834,494.46 

在建工程 4,578,830.21 1,090,726.93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22,173,337.45 22,549,999.44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563,682.67 357,918.93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3,276,751.07 179,474,669.03 

资产总计 896,779,243.41 910,411,893.77 

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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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借款 105,264,321.72 75,00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97,806,435.33 490,901,697.49 

预收款项 15,496,099.59 25,555,935.40 

应付职工薪酬 3,632,559.80 3,965,807.28 

应交税费 575,731.60 4,394,238.69 

其他应付款 1,503,295.84 465,488.44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49,100,000.00 49,3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573,378,443.88 649,583,167.30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528,267.89 469,464.12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528,267.89 469,464.12 

负债合计 573,906,711.77 650,052,631.42 

所有者权益：   

股本 156,591,400.00 156,591,400.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47,362,352.96 47,362,352.9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8,772,378.94 8,772,378.94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10,146,399.74 47,633,130.4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2,872,531.64 260,359,262.3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合计 896,779,243.41 910,411,893.77 

法定代表人：张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浩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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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报告期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279,698,102.49 283,969,576.56 

减：营业成本 252,042,307.01 258,877,146.63 

税金及附加 989,658.65 2,749,274.66 

销售费用 8,096,269.32 4,719,253.69 

管理费用 2,200,277.68 3,095,138.59 

研发费用 4,399,997.30  

财务费用 2,229,256.49 320,331.10 

其中：利息费用 3,500,826.18 2,017,501.02 

利息收入 1,561,783.59 1,700,907.07 

资产减值损失 667,199.60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9,073,136.44 14,208,431.89 

加：营业外收入 400,000.00 0.16 

减：营业外支出 50,000.00 261,338.44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9,423,136.44 13,947,093.61 

减：所得税费用 1,698,546.93 3,387,829.62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7,724,589.51 10,559,263.99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7,724,589.51 10,559,263.99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7,724,589.51 10,559,263.99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7,724,589.51 10,559,263.99 

七、每股收益： 0.05 0.07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5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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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稀释每股收益 0.05 0.07 

法定代表人：张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浩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蕊  

 

 

3.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1,552,480,687.77 852,419,994.39 

减：营业成本 1,423,460,083.42 776,049,700.90 

税金及附加 4,678,858.40 4,749,613.29 

销售费用 24,591,099.99 7,863,947.91 

管理费用 8,686,886.44 7,858,730.40 

研发费用 20,052,881.40  

财务费用 4,205,463.56 3,447,375.80 

其中：利息费用 9,854,682.96 6,456,165.64 

利息收入 5,948,102.66 3,023,126.89 

资产减值损失 2,370,691.37 515,688.20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4,434,723.19 51,934,937.89 

加：营业外收入 702,200.00 1,554,581.16 

减：营业外支出 50,000.03 264,974.08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65,086,923.16 53,224,544.97 

减：所得税费用 2,573,653.87 13,260,666.10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62,513,269.29 39,963,878.87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 62,513,269.29 39,963,878.87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2,513,269.29 39,963,878.87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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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62,513,269.29 39,963,878.87 

七、每股收益： 0.40 0.26 

（一）基本每股收益 0.40 0.26 

（二）稀释每股收益 0.40 0.26 

法定代表人：张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浩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蕊 

 

 

4. 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93,350,769.96 656,998,719.29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8,373,882.50 31,278,341.5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41,724,652.46 688,277,060.8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426,478,304.57 606,043,461.0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46,102,879.50 28,035,641.51 

支付的各项税费 30,700,605.31 32,818,822.69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3,196,556.71 38,543,176.3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66,478,346.09 705,441,101.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753,693.63 -17,164,040.69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113,826.67 10,172,091.47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113,826.67 10,172,091.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113,826.67 -10,172,091.4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45,000,000.00 75,000,000.00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5,000,000.00 75,0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114,935,678.28 75,200,000.00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9,733,177.58 6,700,04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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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24,668,855.86 81,900,040.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31,144.14 -6,900,040.64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4,536,376.16 -34,236,172.80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7,412,221.94 71,812,804.4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2,875,845.78 37,576,631.60 

法定代表人：张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浩涛               会计机构负责人：郑蕊  

 

 

 

唐鸿重工专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