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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19-020

公司代码：603960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克来机电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一、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持股情况表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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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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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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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负责人滕用庄、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顺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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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2.1 主要财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上年同期

313,836,963.02

263,337,692.44

单位：元

19.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082,796.02

12,318,479.70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1,345,820.58

11,784,827.31

-3.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575,175.85

87,126,520.42

-70.6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2

0.0256

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2

0.0256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

1.59%

0.02%

1,093,023,994.24

1,153,778,616.71

-5.27%

817,381,576.93

804,298,780.91

1.63%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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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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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825.4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80,096.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578,991.83

合计

1,736,975.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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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47,086

0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数量

股份状态

滕用雄

境内自然人

18.67%

89,760,000

67,320,000 质押

48,280,000

滕用庄

境内自然人

9.41%

45,220,000

33,915,000 质押

33,970,000

滕用严

境内自然人

8.84%

42,500,000

31,875,000

滕用伟

境内自然人

7.99%

38,420,000

28,815,000 质押

刘伟

境内自然人

沈菊英

1.37%

境内自然人

0.74%

3,566,00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53%

2,543,770

境内自然人

0.49%

2,346,500

张峰

境内自然人

新疆明德若 水
境内非国有 法
企业管理 有限
人
公司

30,168,687

6,600,000

#黄浩明

0.47%

2,251,300

0.30%

1,418,4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东名称
滕用雄

股份种类

数量

22,4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40,000

滕用庄

11,3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05,000

滕用严

10,62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25,000

滕用伟

9,6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5,000

刘伟
沈菊英

6,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66,000

3,566,000

法国兴业银行

2,346,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6,500

张峰

2,251,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1,300

新疆明德若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41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8,400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股东黄浩明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322100股。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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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年同期增减(%)

31,433,787.02

期末持股
数量

股东名称（全称）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谈士力

31,373,047.00

23.20

31,373,047.00

陈久康

28,615,090.00

28,615,090.00

21.17

中国工商银行－广
发聚丰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4,582,121.00

3.39

比上年同期增减（%）
70.5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4,051,115.35

14,843,588.40

62.03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
东 的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005,226.49

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
益率（%）

4.80

3.33

增加1.4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8

0.11

63.6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8

0.11

63.63

14,493,343.16

境内自然人

无

境内自然人

未知

其他

无

境内自然人

未知

其他

王阳明

4,441,200.00

3.28

3,300,000.00

2.44

苏建良

2,676,993.00

1.98

2,676,993.00

无

境内自然人

沈立红

2,676,992.00

1.98

2,676,992.00

无

境内自然人

沈俊杰

2,443,893.00

1.81

2,443,893.00

无

境内自然人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
资基金

2,388,609.00

1.77

王志豪

2,372,729.00

1.75

4,441,200.00

2,372,729.00

未知

其他

无

境内自然人

31.13

-74,332.9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数量

4,582,121.00

人民币普通股

4,582,121.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科技
30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00.00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2,388,60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8,609.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2,193,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3,464.00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1,662,52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62,520.00

李南

1,439,548.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9,548.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新兴产业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423,15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23,156.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370,5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0,584.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1,276,8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6,81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创新驱动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76,43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6,438.00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无
说明

说明

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丰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适用 □不适用
币种：人民币

股份种类及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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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性质

数量

无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宝盈科
技30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95,037,767.91

本期金额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比例(%)

-207.74

162,103,834.42

谈士力、陈久康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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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3,1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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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项目

本期数

预付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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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数

24,366,154.26

其他应收款

变动幅度

15,571,848.42

95,426.70

970,394.28

在建工程

17,856,215.56

8,485,534.44

应付利息

277,229.00

54,137.10

情况说明

56.48 主要系预付材料采购款增加
-90.17 主要系本期收回上期应收出口退税额
110.43 主要系EM电机测试设备投入增加
412.09 主要系期末借款金额较期初增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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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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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幅度

情况说明

162,103,834.42

95,037,767.91

70.57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 相应营业收入增
加

营业成本

113,256,314.20

62,045,410.88

82.54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 收入对应的成本
增加

销售费用

1,703,242.00

1,089,863.15

56.28

主要系销售规模扩大， 相应销售费用增
加

研发费用

8,244,174.25

3,654,427.95

125.59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
-214.40 主要系借款利息增加

595,408.83

-520,474.20

资产减值损失

1,457,920.67

-1,430,603.70

其他收益

4,111,700.00

投资收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上期数

营业收入

财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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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

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 相应的坏账准备
增加

100.00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

-37,822.97

-100,184.86

营业外收入

1,938,299.51

560,756.62

营业外支出

124,332.93

12,047.08

所得税费用

5,083,914.37

3,262,46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865,708.44

31,433,787.02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18,095.80

-103,973,839.66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041,408.81

56,329,740.00

-62.25 主要系联营企业亏损减少
245.66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收入较多
932.06 主要系本期有扶贫帮困项目的捐赠支出
55.83 主要系应纳税所得额增加

-207.74

主要系公司供货的Bosch总 部设备，该
订单在发货收取九成货款，无预付款，本
期全面进入生产状态， 使得本期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96.42 主要系上期收购上海众源支付的投资款
-80.40 主要系上期取得借款金额较多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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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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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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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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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486.20

所得税影响额

□适用 √不适用

-896,263.92
合计

5,045,888.86

公司名称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谈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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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龙洲股份

证券代码：002682

4,906

股东名称

项目

一、监事会议召开情况
1、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4月13日以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2、会议时间：2019年4月24日上午11:00点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
4、会议地点：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建新北路150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5、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3人。 公司全体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6、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为味召集并主持
7、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编制的《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程序合
法有效、内容公允，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报告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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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跃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海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廖世雄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4.92

单位：元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上述股东中，滕用雄、滕用伟、滕用庄、滕用严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说明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543,770

0.40

488,755,012.53

-33,865,708.44

营业收入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人民币普通股

2,543,770 人民币普通股

#黄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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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19-018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940,633,464.11

512,806,127.88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一、董事会议召开情况
1、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4月13日以电话、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24日上午9:00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仓山区建新北路150号公司会议室。
5、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7人，其中董事滕用伟、滕用严、肖阳、吴
丹、刘微芳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 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6、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滕用庄先生召集和主持。
7、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将于2019年4月25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将于2019年4月25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中国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海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02
证券简称：海欣食品
公告编号：2019-019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944,380,872.00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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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总资产

上年度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上年度末

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人员）曹卫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股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谈士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卫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胡上钦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营业收入（元）

B087

■ 2019年4月25日 星期四

公告编号：2019-058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入34,038.8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3,566.51万元，
变动幅度为7,106.16%， 主要因为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0,
816.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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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 公司收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判决书》〔（2018） 闽民终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190号〕,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公司对旷智（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王一鸣、华天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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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管理计划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管理计划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828,653,690.01

802,651,197.45

3.24%

10,173,173.66

19,089,258.99

9,869,014.77

0.68%
0.68%

3,834,450
3,834,450

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管理计划

0.68%

-46.71%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管理计划

0.68%

3,834,450

0

-5,389,096.96

283.13%

0.68%

3,834,450

0

-262,161,760.73

-162,933,733.66

60.9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管理计划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3

-33.33%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0.70%

本报告期末

-0.34%

总资产（元）

9,665,899,126.10

9,880,562,806.38

-2.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846,963,458.06

2,847,712,589.97

-0.03%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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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3,88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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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456.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4,164.29

减：所得税影响额

说明

86,933.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3,357.25

合计

304,15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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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3,834,450

0

3,368,864

1,684,432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国有法人
司
新疆兆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9.1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股东名称

374.34万元，梅州华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房屋工程增加280.00万元，安徽龙洲新能源

数量

汽宏远” ）仓库工程增加206.47万元。
4、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1,897.42万元，减幅为51.05%，主要为支付跨年度应发的

106,962,040

新疆兆华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34,659,375 人民币普通股

34,659,37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848,850 人民币普通股

12,848,850

厦门特运集团有限公司

6,713,212 人民币普通股

6,713,212

福建漳州市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3,954,384 人民币普通股

3,954,384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3,834,450 人民币普通股

3,834,450

袁合志

3,021,655 人民币普通股

3,021,655

福建省宁德市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2,845,284 人民币普通股

2,845,284

苏龙州

2,427,430 人民币普通股

2,427,430

杨彦居

1,787,686 人民币普通股

1,787,686

工资及奖金等。
5、 应交税费比年初减少2,891.71万元，减幅为36.05%，主要为缴纳了上个季度企业
所得税。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年初增加12,650.00万元，增幅为111.75%，主要为1年
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二）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2,819.18万元，增幅为162.25%，主要原因为银行借款较
去年同期增加38,784.42万元，利息费用相应增加。
2、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2,622.41万元，减幅为219.76%，主要因为东莞中汽
宏远等公司收回以前年度货款，应收账款余额减少。
3、其他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842.88万元，增幅为42.56%，主要增加公交或新能源车运

股东王跃荣是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
资经营有限公司推荐至公司董事， 新疆兆华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与天津兆华创富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营补贴款等。

股东杨彦居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532,526
股

资损失1,323.32万元，本报告期东莞中汽宏远已纳入合并范围。

4、投资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757.86万元，减幅94.70%，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投资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1,320.00万元，主要因为上年同期按权益法确认东莞中汽宏远投

5、报告期实现营业利润1,452.91万元、净利润1,067.1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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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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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72,
56,710,775
815

12.33% 69,318,748 34,659,373

利润1,017.32万元，降幅分别为72.03%、72.62%和46.71%，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回交易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986.90万元，比上年同期的-538.91万元增长283.13%，主要因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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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

34,659,
373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28% 12,848,850

□ 适用 √ 不适用

0

新疆嘉华创富股权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
其他
伙）

1.51%

8,506,615

8,506,615

厦门特运集团有限公司

1.19%

6,713,212

0

原因如下：

1.00%

5,616,001

4,212,001

福建漳州市长运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0%

3,954,384

0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其他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0.68%

3,834,450

0

√ 适用 □ 不适用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管理计划

0.68%

3,834,450

0

3,834,450

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管理计划

0.68%

3,834,450

0

质押

2,480,
000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出26,216.18万元， 增加9,922.80万元， 增幅为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境内自然
人

0.68%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919.24万元，下降67.57%，主要

王跃荣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其他
管理计划

上年同期营业利润中含资产处置收益4,315.55万元，占比较高，而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仅为30.42万元。

交易。

3.03% 17,013,232 17,013,232

国有法人

站工程增加403.78万元， 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光泽分公司新车站工程增加

有限公司油气电合建站增加233.71万元，东莞中汽宏远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中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106,962,040 人民币普通股

福建龙洲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其他
持股计划
国有法人

1,684,
432

质押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持股比
例

案件取得终审判决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 由于该诉讼案件具体执行结果尚无

元，武平县龙洲物流有限公司物流园工程增加946.05万元，龙岩市岩运石化有限公司加油
0.68%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20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

售与服务业务的汽车与配件库存增加。

法确定，目前无法准确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金额。

有限公司工程增加2,248.97万元，安徽中桩物流有限公司码头物流园工程等增加973.34万

0.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金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提起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公司二审胜诉，

3、期末在建工程比年初增加6,351.17万元，增幅44.08%，主要是龙岩龙兴公路港物流

福建省龙岩交通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0

天津兆华创富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3,834,45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其他
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期末存货比年初增加12,287.34万元，增幅35.06%，主要是兆华供应链管理集团有
限公司（原名“
天津兆华领先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兆华供应链” ）的沥青、汽车制造、销

0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期末预付账款比年初增加11,609.21万元，增幅35.36%，主要是汽车制造、销售与服
务业务、沥青供应链业务等库存备货支付的购货款。

60.9%，主要为本期支付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7,229.19万元。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9,744.30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净流入10,039.72万元的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事项，2019
年1月9日公司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拟共同设立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的议案》，目前该事项正在推进。

重要事项概述

2018年12月25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龙洲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拟共
同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02）

公司拟申请注册及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2019
年2月20日公司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及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和
《关于申请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目前该事项
正在推进。

2019年02月02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龙洲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申请注册及发行超短期
融资券和中期 票据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06）

公司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向厦门华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华特” ）全
体股东购买厦门华特100.00%股权， 交易标的作价预计
不超过126,000.00万元。 最终的交易金额将在厦门华特
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
机构进行审计和评估（评估结果需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备案）后，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本次交易的对价由两部
分组成，其中，上市公司拟以股份支付的比例为60.00%，
以现金支付的比例为40.00%。

2019年03月30日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龙洲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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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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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
—
2019年3月3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无

变动幅度为-197.06%，主要因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比上年同期减少16,116.04万元；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上
年同期增加2,255.23万元；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2,122.39万
元。

龙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跃荣
2019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