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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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陶永泽、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莫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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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57,743,007.06 40,345,120,326.44 6.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15,143,234,439.64 14,871,018,484.39 1.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11,854,908.21 464,509,568.32 74.7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429,048,648.67 430,612,234.04 -0.36

营业收入 22,071,683.20 42,884,024.78 -48.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63,537,204.59 65,051,388.47 305.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0,370,926.07 63,306,878.15 232.30

加权平均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76 0.44 增加1.3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4 27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04 27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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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8,684,267.51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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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9,535.1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1,192,050.02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239.3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070.5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412.04

所得税影响额 -17,720,852.19

合计 53,166,2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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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6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187,233,501 10.76 64,102,564 质押 12,5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杉融实业有限公司 141,825,920 8.15 52,044,609 质押 141,825,92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141,825,920 8.15 52,044,609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111,524,163 6.41 111,524,163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08,007,375 6.21 0 质押 54,000,000 国有法人

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89,781,311 5.16 0 质押 89,781,311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89,781,311 5.16 0 无 0 国有法人

刘江 74,349,442 4.27 74,349,442 质押 74,349,400

境内自然

人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

司

71,573,796 4.11 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明新日

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59,479,553 3.42 59,479,553 质押 59,479,553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123,130,937 人民币普通股 123,130,937

贵州现代物流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8,007,375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7,375

上海杉融实业有限公司 89,781,311 人民币普通股 89,781,311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89,781,311 人民币普通股 89,781,311

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 89,781,311 人民币普通股 89,781,311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9,781,311 人民币普通股 89,781,311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71,573,796 人民币普通股 71,573,796

上海易恩实业有限公司 42,944,278 人民币普通股 42,944,278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5,786,898 人民币普通股 35,786,898

贵州立昌实业有限公司 28,629,518 人民币普通股 28,629,5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与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均为刘永好先生控

制，为一致行动人；刘江为和泓置地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三者为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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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与上年度期末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

结算备付金 1,175,127,578.97 880,274,769.13 294,852,809.84 33.50%

主要系客户备付金

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

资产

14,426,036,525.34 - 14,426,036,525.34 100.00%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影响所致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

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

资产

- 12,130,200,334.39 -12,130,200,334.39 -100.00%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影响所致

衍生金融资

产

286,350.38 199,000.00 87,350.38 43.89%

主要系国债期货的

投资规模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4,053,412.61 288,255,300.71 -104,201,888.10 -36.15%

主要系应收利息减

少所致。 根据财会

【2018】36号文件，

基于实际利率法计

提的金融工具利息

包含在相应金融工

具的账面余额中，

应收利息仅反映相

关金融工具已到期

可收取但于资产负

债表日尚未收到的

利息。

债权投资 1,989,606,536.11 - 1,989,606,536.11 100.00%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影响所致

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 3,229,294,290.13 -3,229,294,290.13 -100.00%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影响所致

其他债权投

资

2,594,609,945.73 - 2,594,609,945.73 100.00%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影响所致

持有至到期

投资

- 2,228,185,911.83 -2,228,185,911.83 -100.00%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影响所致

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

53,897,836.96 - 53,897,836.96 100.00%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影响所致

拆入资金 650,487,625.68 1,600,000,000.00 -949,512,374.32 -59.34%

主要系信用拆入资

金减少所致

交易性金融

负债

293,600,238.31 - 293,600,238.31 100.00%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

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影响所致

衍生金融负

债

29,200.38 1,293,500.00 -1,264,299.62 -97.74%

主要系国债期货的

投资规模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569,423,441.71 385,991,375.92 183,432,065.79 47.52%

主要系暂收员工持

股计划款项增加及

应付利息减少共同

影响所致

代理买卖证

券款

5,813,249,630.51 3,887,448,524.73 1,925,801,105.78 49.54%

主要系经纪业务规

模增加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

营业收入 22,071,683.20 42,884,024.78 -20,812,341.58 -48.53%

主要系建材业务收入及华创证券

其他业务收入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3,583,841.78 15,363,480.39 -11,779,638.61 -76.67% 主要系建材业务成本下降所致

税金及附加 4,939,650.83 3,307,570.08 1,632,080.75 49.34% 华创证券应纳增值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14,842.04 713,259.25 -398,417.21 -55.86%

主要系建材业务薪酬及运费下降

所致

管理费用 409,651,997.49 279,630,084.13 130,021,913.36 46.50%

主要系证券业务人力成本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681,278.58 -249,834.94 -431,443.64 不适用

主要系建材业务利息支出减少及

利息收入增加共同影响所致

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287,627,125.24 40,292,878.97 247,334,246.27 613.84%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243,534,784.96 153,426,543.31 90,108,241.65 58.73%

主要系建材业务处置长期股权投

资所致

资产减值损

失

- 3,457,135.55 -3,457,135.55 -100.00%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影响所致

信用减值损

失

-63,247,196.96 - -63,247,196.96 不适用

主要系公司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

准则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 63,586.21 2,024,474.00 -1,960,887.79 -96.86%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76,824.98 2,146,615.71 -1,069,790.73 -49.84%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30,563.31 1,761,107.14 -1,530,543.83 -86.91% 主要系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差异额 差异率 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811,854,908.21 464,509,568.32 347,345,339.89 74.78%

主要系代理买卖证券收到

的现金净额增加及回购业

务资金净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120,592,291.70 -38,333,836.52 -82,258,455.18 不适用

主要系投资理财业务支付

的现金净额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

140,111,918.37 170,663,217.89 -30,551,299.52 -17.90%

主要系偿还借款及股份回

购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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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与保定市城市芳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市芳庭” ）诉公司股权转

让纠纷案

2015年7月9日，城市芳庭与公司及保定宝硕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

硕置业” ）签订了《关于保定宝硕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权转让协议” ）等协议，双方约定了关于公司将所持有的宝硕置业60%股权转让给

城市芳庭，该部分股权转让已于2015年8月份实施完毕。

另外，城市芳庭称与公司于2015年7月9日签署了《〈关于保定宝硕置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应按照《补充协议》约定，

要求公司按照2015年6月的宝硕置业100%股权的评估价格将持有的宝硕置业剩余40%股

权（9600万元）转让给城市芳庭。 2018年2月6日，城市芳庭向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请求法院判决公司向城市芳庭履行转让宝硕置业40%股权（9600万元）的义务，并于

判决生效15日内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8年3月9日，城市芳庭向保定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财产保全，保定中院作出（2018）冀06民初34号《民事裁定书》，冻结公司持有的宝

硕置业40%股权，期限为2018年3月9日至2021年3月8日。 2018年10月，公司收到保定中院

作出的（2018）冀06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保定中院认为，李建雄作为公司的合法委托

代理人，其签署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

的约定履行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判决公司向城市芳庭履行转让宝硕置业40%股权

义务，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如不服判决，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递交上诉状。公司不服该判决，依法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2018）冀06民初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2018年12月，公司收到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次股权转让纠纷的（2018）冀民终1213号传票，河北省高级人

民法院已受理公司上诉申请。 2019年2月，公司收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冀

民终121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公司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3月12日，公司收到保定中院

作出的（2019）冀06执134号《执行通知书》,�城市芳庭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公司向

城市芳庭履行转让宝硕置业40%的股权义务。 目前， 城市芳庭已根据保定中院作出的

（2019）冀06执134号《执行通知书》将公司持有的宝硕置业40%的股权已司法划转至城

市芳庭名下，并办理了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将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

及向检察院申请抗诉，公司将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本次诉讼，以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2月9日、2018年2月24日、2018年3月10日、2018年3

月15日、2018年3月24日、2018年7月3日、2018年10月24日、2018年12月18日、2019年2月

22日、2019年3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鉴于公司持有的宝硕置业40%股权已被强制司法划转，公司在2019年3月份对该事项

进行了会计处理，合并报表层面确认投资收益68,804,644.85元。

3.2.2回购公司股份情况

公司于2018年6月21日、2018年7月10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公司于2018年10月22

日、2018年11月7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股份回购金额等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等相关事项的议案》，明

确回购股份的用途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的价格调整为不超

过15.26元/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调整为自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 回购股份预案决议的有效期限调整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原回购股份方

案之日起36个月内。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25,210,702股，占公司总

股本1,739,556,648股的比例为1.45%，购买的最高价为8.85元/股、最低价为6.08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173,444,017.35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占公司拟回购资金

总额度的34.69%。

3.2.3�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事项

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21日、2019年4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及《关于〈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规模不超过 4�亿元，每位员工最低认购额度为 10�万元。 本期

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为 12�个月， 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公司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

划证券账户名下之日起算；存续期为5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员工持股计划之日起算，

存续期届满后自行终止，可经管理委员会审议批准提前终止或延长。

3.2.4�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财政部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本次会

计政策修订涉及的项目主要包括：对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的分类、计量及列

报。

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

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陶永泽

日期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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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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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

4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6日以传真、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董事长陶永泽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二、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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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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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

综合收益进行调整，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

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一、 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财政部发布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本次会

计政策修订涉及的项目主要包括：对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规定的金融资产的分类、计量及列

报。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6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

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

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三类；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融

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

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

的风险管理活动。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仅对期

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

产生重大影响。

三、 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合理变

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

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

的权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合理变

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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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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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6日以传真、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5人，实出席监事5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郅鹤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 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

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如下书

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

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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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会计政策变更属于合理变

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执行新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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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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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

异议的函》（上证函[2018]1263号）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人民币30亿元公司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1月28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年4月15日，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完成

发行，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8亿元，期限5年，最终票面利率为5.90%。

特此公告。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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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韩广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谭文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谭文晖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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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0,496,064.75 1,414,479,565.59 -1.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47,094,295.81 927,410,275.94 2.1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870,452.75 -13,223,806.22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93,041,644.04 129,837,021.06 48.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84,019.87 6,161,057.74 219.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145,934.57 3,919,506.54 31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 0.69 增加1.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3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3 2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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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405.8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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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4,919.9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

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

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

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51,948.4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69,437.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591,814.84

合计 3,538,0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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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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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变动比例（%） 说明

应付职工薪酬 23,334,581.41 35,089,920.95 -33.50

主要系上年度末计提了年终奖及

双薪所致。

二、 利润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说明

营业收入 193,041,644.04 129,837,021.06 48.68

注1

营业成本 112,393,911.78 86,957,369.20 29.25

销售费用 23,434,462.75 11,911,638.55 96.74

管理费用 26,946,043.28 19,098,624.74 41.09

研发费用 4,034,253.24 2,029,839.28 98.75

投资收益 -211,497.76 1,742,404.97 -112.14

主要系本期理财

产品减少， 相应

的收益 减 少 所

致。

其他收益 3,514,919.90 228,960.35 1,435.17

主要系本期计入

损益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22,094,792.10 6,888,356.16 220.76 注2

利润总额 22,507,334.65 6,968,645.84 222.98

净利润 17,849,294.79 4,255,017.89 319.49

注1：本期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以及期间费用增长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新增了合并主

体子公司狼和医疗以及公司原有产品销售的增长。

①营业收入：本期新增合并主体狼和医疗导致收入增长比例为18.22%，其他增长主要

是因为公司整体销售的增长；

②营业成本：本期新增合并主体狼和医疗导致成本增长比例为4.67%，其他增长主要是

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

③销售费用：本期新增合并主体狼和医疗导致销售费用增长比例为68.86%；

④管理费用：本期新增合并主体狼和医疗导致管理费用增长比例为19.26%；

⑤研发费用：本期新增合并主体狼和医疗导致研发费用增长比例为57.66%。

注2：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增长幅度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①本期新增合并主体子公司狼和医疗；

②本期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增加342万；

③本期麻醉产品及泌尿外科产品销售增长速度较快，其中硅胶喉罩、加强型气管插管

等高毛利产品销量增长较多；本期护理系列大宗产品吸引连接管销量增长较多，规模效益

增加。

三、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870,452.75 -13,223,806.22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销售商品收款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3,250,003.47 -25,314,577.4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投资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007,088.54 4,000,000.00 -550.18

主要系本期偿还部分长期

借款及利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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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2018年8月1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8年8月20日公司召开的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由于收购狼和医疗交易历时较长，在交易进程期间及重组审核期间

资本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为配合并快速推动上市公司的战略发展，切实维护上市公

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公司与交易对方慎重考虑并协商一致，决定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改

为现金购买标的资产。 经公司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进行磋商，各方一致同意将原交易方

案调整为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江西狼和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有限公司后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 ）。 本次收购总价43,000.00万元。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26,000.00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部分对价。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以

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前提。鉴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实际支付本次交易资金

的时间不一致，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外部融资先行支付交易对价并实施本次交易，待募集

资金到位后再进行置换。 具体详见公司2018年8月2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相关申请材料

仍在准备中。

二、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2017年8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2017年8月24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9日、

2017年8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7年12月25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华澳·臻智70号-维力医疗第

一期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在二级市场累计买入本公司股票6,872,108股，约占公

司总股本的3.436%，成交金额为人民币143,563,143.63元，成交均价约为人民币20.89元/

股。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上述购买的股票按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自

公告日起12个月。

2018年12月25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届满并解锁。

截至目前，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股票总额及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未发生

变化。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广源

日期 2019年4月16日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华创阳安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155

公司简称：华创阳安

公司代码：

603309

公司简称：维力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