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96

■ 2019年4月24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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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由守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春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晓杰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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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534,032,842.47 399,504,190.55 3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520,234.55 43,400,497.85 48.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8,725,508.88 45,966,081.68 49.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9,742,254.07 76,250,168.44 -47.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04 0.0617 30.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04 0.0617 30.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 1.49% 0.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6,854,152,666.39 6,967,349,703.38 -1.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00,245,957.09 4,183,709,812.54 0.4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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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8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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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8,14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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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6,651.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5,414.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681,573.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894.65

合计 -4,205,274.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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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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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东益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57% 124,888,049 质押 62,532,696

由守谊 境内自然人 10.09% 80,924,299 54,394,508 质押 60,080,000

嘉兴聚力叁号

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00% 40,110,717

PACIFIC�

RAINBOW�

INTERNA-

TIONAL,�INC.

境外法人 4.68% 37,505,200

烟台金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34% 26,786,680

西藏中核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5% 21,245,738

厦门鲁鼎思诚

股权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8% 17,502,915 质押 10,130,000

中国北方工业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3% 12,254,901 12,254,901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二组合

其他 1.25% 9,999,986

南京世嘉融企

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2% 8,976,628 8,976,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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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24,888,049 人民币普通股 124,888,049

嘉兴聚力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110,717 人民币普通股 40,110,717

PACIFIC� RAINBOW�

INTERNATIONAL,�INC.

37,505,2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05,200

烟台金业投资有限公司 26,786,680 人民币普通股 26,786,680

由守谊 26,529,791 人民币普通股 26,529,791

西藏中核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1,245,738 人民币普通股 21,245,738

厦门鲁鼎思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7,502,915 人民币普通股 17,502,91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9,999,986 人民币普通股 9,999,986

陈效宁 7,946,800 人民币普通股 7,946,800

辛德芳 7,392,147 人民币普通股 7,392,1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持

有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51%股权， 其妻子和女儿持有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49%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作为厦门鲁鼎思诚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普通合伙人占有其24.29%的出资比例，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公司未知前

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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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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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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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414.8%，主要是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2、应付股利较年初增加34.04%，主要是宣告发放普通股股利所致

3、长期借款较年初减少47.83%，主要是偿还借款所致

4、营业收入较上期增加33.67%，主要是原有原料药、制剂、核药业务增长及合并范围增加安迪科所

致

5、销售费用较上期增加65.44%，主要是市场费用增加及合并范围增加安迪科所致

6、研发费用较上期增加87.76%，主要是新项目开展及合并范围增加安迪科所致

7、财务费用较上期增加139.3%，主要是借款利息费用增加、汇兑收益减少所致

8、资产减值损失较上期减少207.74%，主要是回款增加导致的计提坏账减少所致

9、投资收益较上期减少79.16%，主要是本期合并安迪科100%股权所致

10、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期增加34.94%，主要是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1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357.6%，主要是理财产品收回所致

12、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加31.39%，主要是采购付款增加及合并范围增加安迪

科所致

1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加67.3%，主要是合并范围增加安迪科所致

14、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期增加46.05%，主要是合并范围增加安迪科所致

15、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期增加106.90%，主要是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增加以及合

并范围增加安迪科所致

1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加370.1%，主要是合并范围增加

安迪科所致

17、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较上期增加184.8%，主要是偿还借款所致

18、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期73%，主要是子公司支付股利及合并范围增加安

迪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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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1月3日，公司与广东高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协议》，公司拟通过收购控

股广东回旋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回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回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四川

省回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拟通过收购参股广东高尚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 为了进一步推进双方合

作，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与高尚集团全资子公司广东高尚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安迪科收购控股广东回旋、湖南回旋、昆明回

旋、四川回旋四家公司。关于 2019�年 1�月 8�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中，拟通

过收购参股广东高尚医学影像科技有限公司之意向，协议双方尚在就交易核心条款进行磋商，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8日、2019年2月2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

转让意向协议的公告》、《关于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收购股权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1、2019-040））

2、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

议案》，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转

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者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

回购总金额为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0.50元/股（含），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9年1月17日、

2019年2月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1

月10日）、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19年1月30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和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 2019年2月1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2月22日披露了《回

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

立等事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进行回购操作。

3、2019年1月18日，公司与Nihon� Medi-Physics� Co.,� Ltd.� 签订了《谅解备忘录》，达成了初步

合作意向。 根据《谅解备忘录》，双方就相关单光子及正电子放射性药物以及治疗性核药在中国市场的

研发、申报和生产技术的运营达成战略合作意向。（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

谅解备忘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9））

4、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的相关议案。 2019年2月26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度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的相关议案。 公司拟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万元（含），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6年。 （具体内

容详见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5、 公司和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签署了 《关于核医药领域投资之框架合作协

议》，就共同加强核医药相关领域的投资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核药中心（核药中心即可进行放射性药品

的生产、管理、配送、服务基地）建设与收购，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各方为进一步加深合作关系，公司、公

司控股股东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与国投聚力于2019年2月28日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共

同在加强核医药相关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核药中心建设与收购、核医药治疗项目建设与收购、核医药新

产品研发及生产企业收购等）的投资上，达成了战略合作意向。（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9月6日、2019年3

月4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签署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90、2019-041））

6、公司控股股东烟台东益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先生于 2019�年 2�月 28�日与嘉

兴聚力叁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控股股东东益生物向嘉

兴聚力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 13,135,951（占公司总股本的1.64%）股东诚药业股份，实际

控制人由守谊先生向嘉兴聚力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无限售流通股 26,974,766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6%）股东诚药业股份，过户后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转让完成后嘉兴聚力持有公司 5.00%股份，

成为公司持股 5%（含）以上股东。 2019年 3月2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东益生物和实际控制人由守谊

先生通知，其上述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宜已于2019年3月21日办理完成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由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2019年3月 20�

日。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4日、2019年3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通过协

议转让部分股份引入战略投资者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二）》、《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部分股份过户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42、2019-043、2019-044、2019-049））

7、2019年4月9日，公司收到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的通知，通知其分

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聊城分公司收到山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药

品GMP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1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获得药品GMP证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5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

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收购股权事项

2019年01月08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

协议的公告》

2019年02月27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南京江

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收

购股权的公告》

公司进行回购股份事项

2019年01月11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

的公告》

2019年01月17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

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的公告》

2019年02月02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

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的公告》

2019年02月13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2019年02月22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回购报告书》

2019年03月05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

告》

2019年04月03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的进展公

告》

公司与Nihon�Medi-Physics�Co.,�Ltd.�

签订《谅解备忘录》事项

2019年01月19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签署谅解备忘录的

公告》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2019年02月13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预案》

2019年02月27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与国投聚力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事项

2018年09月06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签署框架合作协议

的公告》

2019年03月04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协议转

让部分股份引入战略投资者暨权益变

动事项

2019年03月04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拟通过协议转让部分股份引入战略

投资者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2019年03月22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协议转让部分股份过户登记完成的

公告》

公司下属公司获得药品 GMP�证书事

项

2019年04月10日

刊 载于 巨潮 资 讯 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下属公司获得药品

GMP证书的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

案》，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转换

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或者依法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 回

购总金额为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10.50元/股（含），回

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2019年1月17日、

2019年2月2日，公司分别披露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19年1

月10日）、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2019年1月30日）登记在册的前10名股东和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情况。 2019年2月12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2月22日披露了《回

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报告出具日，公司已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开

立等事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尚未进行回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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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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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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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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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刁石京、总裁马道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秋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典洪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69,142,960.93 515,527,801.63 29.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069,015.34 47,391,371.88 4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7,704,011.89 39,203,234.91 -3.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9,810,011.05 -90,449,944.15 -242.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5 0.0781 41.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5 0.0781 41.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 1.35% 0.40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5,728,043,247.21 5,726,022,465.44 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869,713,572.20 3,794,380,450.30 1.9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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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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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42,129.3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67,1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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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9,464.3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1,785.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915,951.39

合计 29,365,00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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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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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6.39% 220,835,000 0

韩军 境内自然人 2.02% 12,231,818 0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99% 12,079,298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50% 9,121,700 0

张士云 境内自然人 1.48% 9,006,000 0

阎永江 境内自然人 0.86% 5,238,320 0 质押 1,372,590

共青城清晶微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6% 5,230,94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2% 5,002,548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71% 4,293,440 0

徐琦 境内自然人 0.63% 3,80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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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 220,8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835,000

韩军 12,231,818 人民币普通股 12,231,818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2,079,298 人民币普通股 12,079,29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9,1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9,121,700

张士云 9,006,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6,000

阎永江 5,238,320 人民币普通股 5,238,320

共青城清晶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30,940 人民币普通股 5,230,9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002,548 人民币普通股 5,002,54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293,440 人民币普通股 4,293,440

徐琦 3,809,800 人民币普通股 3,809,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有

限公司为同方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 韩军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3,806,218

股股份，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8,425,600股股份， 实际合计持有公司12,231,818股股份。

徐琦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0股股份， 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3,809,800股股份， 实际

合计持有公司3,809,800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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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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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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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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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报告期末，银行存款余额为789,613,916.19元，较年初降低30.14%，主要系公司集成电路业务

快速增长运营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2、 报告期末，交易性金融资产余额为70,177,189.52元，较年初增长100%，为公司持有的华虹半

导体股票，系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金融工具准则进行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3、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余额为86,752,376.63元，较年初增加46.28%，主要系成都芯云研发中心

工程建设投入所致。

4、 报告期末，短期借款余额为42,000,000.00元，较年初增加235.57%，主要系公司集成电路业

务快速增长运营资金需求增加所致。

5、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余额为61,453,528.21元，较年初减少56.15%，主要系发放上年末计

提的年终奖金所致。

6、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669,142,960.93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9.8%，主要系公司集成电路业务

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7、 报告期内，营业成本为488,130,966.32元，较上年同期增加27.35%，主要系公司集成电路业务

销售规模增长所致。

8、 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2,251,401.2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2.80%，主要系美元贬值幅度小于上

年同期所致。

9、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为36,057,798.8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583.64%，主要系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所致。

10、报告期内，公允价值变动收益16,869,265.9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主要系华虹半导体股

票价格变动所致。

11、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额为-309,810,011.05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42.52%，主要系

公司集成电路业务快速增长营运资金占用增加所致。

12、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现金净额为-50,187,731.5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8.42%，主要系出

售华虹半导体股票所致。

13、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2,091,520.35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2.29%,主要

系收回票据保证金和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筹划转让紫光集团部分股权事项

2018年8月10日，公司收到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 ）的通知，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 ）拟转让紫光集团部分股权。 因该事项可能涉及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变更，

公司于2018年8月11日披露《关于实际控制人筹划转让紫光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2018年9月5日，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公司披露了《关于实际控制人转让紫光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

提示性公告》和《收购报告书摘要》、《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对清华控股与苏州高铁新城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铁新城” ）、海南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联合” ）分

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紫光集团30%、6%的股权分别转让给高铁新城、海南联合的情

况进行了公告。

上述股权转让方案随后进行了重大调整， 清华控股于2018年10月25日与高铁新城和海南联合分

别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之终止协议》，与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子公司深圳

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 ）及紫光集团共同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拟向深投控转

让紫光集团36%股权， 并拟约定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由清华控股和深投控一致行动或作出类似安

排，达到将紫光集团纳入深投控合并报表范围的条件，以实现深投控对紫光集团的实际控制。 基于这

一安排，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后，紫光集团的国有控股的性质不发生变化。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相关股

权转让事宜还在进行中，并具有不确定性。

2、转让西安紫光国芯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紫光国芯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紫光国芯” ）的经营现状，为

减轻上市公司资金投入压力，改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增强核心竞争力，及保障西安紫光国芯自身

的后续发展，公司拟将西安紫光国芯100%股权转让给间接控股股东紫光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紫

光存储科技有限公司，转让价格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为22,009万元人民币，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目前，

正在进行本次交易标的评估结果的评估备案工作。 本次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西安紫光国芯股

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实际控制人清华控股筹划转让紫

光集团部分股权事项

2018年08月11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8年09月05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8年10月26日 http://�www.cninfo.com.cn

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安紫光国芯100%股

权暨关联交易事项

2018年10月12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8年10月17日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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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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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45%-75%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45%-75%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5.00% 至 75.00%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17,361.66 至 20,953.73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1,973.5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集成电路设计业务规模快速增长， 经营业绩稳步

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

售出金额

累计投资

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92,936,

356.66

16,800,

715.96

40,473,

953.15

37,127,

779.92

70,177,

189.52

自有资金

金融衍生工具 68,550.01 68,550.01 自有资金

其他

3,000,

000.00

20,166,

328.30

自有资金

合计

95,936,

356.66

16,869,

265.97

0.00 0.00

40,473,

953.15

37,127,

779.92

90,412,

067.83

--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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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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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刁石京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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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唐崇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清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邱芳勇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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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5,564,964.74 133,903,697.89 3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116,018.87 -2,052,807.33 349.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041,615.00 -5,802,176.03 135.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8,568,630.26 -33,949,300.16 -249.2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324.2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1 32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9% -0.42% 1.1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630,346,797.16 1,191,840,031.69 36.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062,894,886.22 586,645,750.99 81.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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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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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968.2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396,909.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083.15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2,913.7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8,152.66

合计 3,074,403.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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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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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崇武 境内自然人 26.48% 51,903,000 51,903,000

徐华芳 境内自然人 14.19% 27,810,000 27,810,000

华阳旭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18% 18,000,000 18,000,000

华阳中天

境内非国有法

人

8.06% 15,800,000 15,800,000

金石灏汭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83% 7,500,000 7,500,000

赢悦投资 国有法人 3.65% 7,150,000 7,150,000

田晓秋 境内自然人 1.81% 3,550,000 3,550,000

薛升伟 境内自然人 1.23% 2,420,000 2,420,000

汪莉 境内自然人 1.07% 2,100,000 2,100,000

邹展宇 境内自然人 0.96% 1,880,000 1,8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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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泽鑫 250,330 人民币普通股 250,330

吕伟忠 154,815 人民币普通股 154,815

黄斐城 1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800

张智辉 126,436 人民币普通股 126,436

黄洁 1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000

陶奉军 10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400

张彩霞 10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800

杭州逸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

谷劲松 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00

张向英 92,700 人民币普通股 92,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徐华芳与唐崇武为一致行动人，徐华芳是唐崇武的岳母；华阳旭日与华阳中天为公司

员工持股平台；唐崇武为华阳旭日和华阳中天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田晓秋、薛

升伟为华阳旭日合伙人；邹展宇为华阳中天合伙人；公司未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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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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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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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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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原因及说明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幅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78,188,

345.57

151,722,

869.60

281.08% 较上年末增长主要系收到上市募集资金所致。

预付款项 41,357,717.48

17,054,

420.63

142.50% 较上年末增长主要系预付建设工程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21,023,135.38

15,110,

239.65

39.13%

较上年末增长主要系租赁场所押金、项目保证金增加所

致。

其他流动资产 97,928,470.56

216,322,

596.29

-54.73% 较上年末下降主要系赎回理财产品所致。

在建工程 3,947,435.29 2,196,874.62 79.68% 较上年末增长主要系产业园工程建设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99,003,690.20

59,230,

088.91

67.15% 较上年末增长主要系上海分公司购置办公楼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92,432,160.87

139,445,

508.95

-33.71% 较上年末下降主要系支付上年末应付薪酬及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28,198,672.82

48,872,

106.70

-42.30%

较上年末下降主要系缴纳以前年度利润分配的个税所

致。

其他应付款 3,801,448.24 1,448,775.32 162.39% 较上年末增长主要系应支付的日常费用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25,846.24 41,011.10 -36.98% 较上年末下降主要系支付融资租赁费用减少所致。

股本

196,030,

000.00

147,000,

000.00

33.35% 较上年末增长主要系增发新股所致。

资本公积

641,826,

092.65

219,811,

345.49

191.99% 较上年末增长主要系增发新股的股本溢价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原因及说明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幅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75,564,

964.74

133,903,

697.89

31.11% 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设计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127,678,

782.76

103,630,

992.26

23.21% 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收入增加导致相应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5,413,237.15 3,997,053.41 35.43%

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市场宣传及业务拓展费用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26,222,908.95

19,796,

406.06

32.46%

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管理人员、 行政办公费用增长所

致。

研发费用 12,009,922.08 7,494,713.09 60.25%

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加大新技术研究，研发人员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718,234.71 272,737.22

-363.

34%

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募集资金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393,968.22 1,070,717.00 -63.21% 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政府补助下降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509.07 12,986.11 -96.08% 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处置的资产下降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25,000.00 2,207,835.45 -53.57% 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政府补助下降所致。

营业外支出 916.85 50,131.75 -98.17% 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非日常经营支出下降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原因及说明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 增幅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18,568,630.26 -33,949,300.16 -249.25%

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系本期支付

项目工程款、员工薪酬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3,771,597.76 -10,996,509.79 770.86%

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赎回理财

产品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71,568,508.47 6,511,246.27 7142.37%

较上年同期增长主要系收到上市

募集资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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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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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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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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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证券代码：

00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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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4

月12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4月23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9名赞成，0名弃权，0名反对。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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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

月12日以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9年4月23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3名赞成，0名弃权，0名反对。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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