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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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远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远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黄加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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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107,820.23 245,668,405.31 17.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651,007.93 14,619,191.87 10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9,896,772.93 11,213,059.51 166.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5,786,976.97 267,722,998.24 -75.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25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0 0.025 10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3% 0.63%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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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295,623.13 2,715,753,947.98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26,228,383.90 2,395,686,331.97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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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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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7.0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2,712.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00.00

合计 -245,76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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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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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岭铁矿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8.41% 347,740,145 0 质押 173,870,100

淄博市城市资

产运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0% 6,53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

实研究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65% 3,866,500 0

陈美格 境内自然人 0.31% 1,854,184 0

杨士营 境内自然人 0.31% 1,845,120 0

肖毅敏 境内自然人 0.30% 1,768,000 0

吴建民 境内自然人 0.29% 1,747,800 0

汪仁梅 境内自然人 0.27% 1,624,559 0

舒仁村 境内自然人 0.23% 1,367,500 0

章高通 境内自然人 0.21% 1,25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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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 347,740,145 人民币普通股 347,740,145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6,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3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研

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66,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6,500

陈美格 1,854,184 人民币普通股 1,854,184

杨士营 1,845,120 人民币普通股 1,845,120

肖毅敏 1,768,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8,000

吴建民 1,74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7,800

汪仁梅 1,624,559 人民币普通股 1,624,559

舒仁村 1,36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67,500

章高通 1,25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章高通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1,160,400�

股，普通账户持有90,400�股，合计持股 1,250,800�股；前十名其他股东皆为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本公司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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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其他应收款 4,879,846.42 1,778,114.61 3,101,731.81 174.44% 注1

存货 55,825,477.29 111,596,944.38 -55,771,467.09 -49.98% 注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215,300,000.00

-215,300,

000.00

-100% 注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15,300,000.00 0.00 215,300,000.00 - 注3

其他流动资产 322,228.88 7,269,009.91 -6,946,781.03 -95.57% 注4

在建工程 4,477,159.69 2,155,458.97 2,321,700.72 107.71% 注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70,017,867.23 145,566,760.42 -75,548,893.19 -51.90% 注6

预收款项 21,553,895.30 48,728,982.44 -27,175,087.14 -55.77% 注7

应交税费 16,475,539.18 5,747,241.83 10,728,297.35 186.67% 注8

注1：主要系本期承包项目保证金等其他应收项目增加所致。

注2：主要系本期原材料库存减少所致。

注3：主要系本期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成本法计

量部分），计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注4：主要系本期较上期留抵增值税金额减少所致。

注5：主要系本期零星工程项目增加所致。

注6：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注7：主要系本期预收款项所对应产品完成结算所致。

注8：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税金及附加 8,180,208.32 5,723,991.43 2,456,216.89 42.91% 注1

销售费用 5,778,148.81 3,071,757.15 2,706,391.66 88.11% 注2

财务费用 -159,565.93 814,003.81 -973,569.74 -119.60% 注3

投资收益 3,943,310.68 -2,237,681.43 6,180,992.11 276.22% 注4

其他收益 5,447.02 4,800,000.00 -4,794,552.98 -99.89% 注5

所得税费用 8,262,858.46 5,533,401.86 2,729,456.60 49.33% 注6

注1：主要系本期增值税附加税及资源税增加所致。

注2：主要系本期运费增加所致。

注3：主要系本期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注4：主要系联营企业本期利润增加所致。

注5：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金额减少所致。

注6：主要系本期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323,736,257.14 462,496,964.02

-138,760,

706.88

-30.00% 注1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174,852.42 5,149,096.18 -4,974,243.76 -96.60% 注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35,632,160.96 89,408,460.52 46,223,700.44 51.70% 注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21,194,531.78 14,910,061.25 6,284,470.53 42.15% 注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

的现金净额

419,250.88 94,017.09 325,233.79 345.93% 注5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30,000,000.00 -30,000,000.00 -100.00% 注6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1,557,541.68 -1,557,541.68 -100.00% 注7

注1：主要系本期到期票据金额较上年减少所致。

注2：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注3：主要系本期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注4：主要系本期支付销售费用及支付的其他应付项目增加所致。

注5：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注6：主要系本期无短期借款所致。

注7：主要系本期无短期借款所致。

(4)上年同期营业外收入、其他收益变动情况说明

因2018年审计报告中与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将2018年一季度收到

的政府补助计入了其他收益。 据此，按照2018年度审计报告调整内容对未经审计的2018年一季报合并

利润表当中的营业外收入4,800,000元调整到其他收益中，调整后营业外收入金额由4,800,000元变

为0元，其他收益金额由0元调整为4,800,000元；母公司利润表当中的营业外收入4,200,000元调整

到其他收益中， 调整后营业外收入金额由4,200,000元变为0元， 其他收益金额由0元调整为4,200,

000元。 调整后对2018年一季报利润情况无影响。

基于以上原因，本期合并利润表和母公司利润表当中相应科目的上期发生额进行了如下调整：

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上期发生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外收入 4,800,000 0

其他收益 0 4,800,000

营业利润 14,559,975.34 19,359,975.34

利润总额 19,029,460.87 19,029,460.87

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上期发生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外收入 4,200,000 0

其他收益 0 4,200,000

营业利润 25,236,749.53 29,436,749.53

利润总额 29,186,749.53 29,186,7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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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塔什库尔干县金钢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新民二初字第 14号、15号、16号、17号一审民事判决书：1、确认《收购股权

协议书》及《补充协议书》中涉及标高+4220～+3800米范围内矿产资源的股权交易无效；2、驳回原告

全部诉讼请求；3、驳回我公司其他反诉请求。一审判决后公司及杜宇翔、杨庆城、钟军忠、赵国忠均提起

上诉。 2018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 ）作出终审判决：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认定金岭矿业及杜宇翔、杨庆城、钟军忠、赵国忠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金钢矿业原股东杜宇翔、杨庆城、赵国忠、钟军忠因与本公司、金钢矿业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最

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作出的（2016）最高法民终672号、673号和（2017）最高法民终47号、48号民

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本次诉讼为再审立案审查，原判决依然有效。 由于再审结果无法确

定，暂时无法判断对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金钢矿业与金钢

矿业原股东股权转让纠纷一案

2014年07月12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山东金岭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4-021）

2018年08月11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山东金岭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终审判决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23）

2019年03月16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的《山东金岭矿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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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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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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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0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年报预约时间情况

2019年01月0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生产情况

2019年01月0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2018年度整体运营情况

2019年01月0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金钢矿业补偿情况

2019年01月1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年报业绩预告发布时间的

咨询

2019年01月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铁矿石市场情况

2019年01月2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运营情况

2019年02月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股价情况及对公司的建议

2019年02月1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子公司金钢矿业补偿政策是否

出台的咨询

2019年02月20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变更控股股东情况咨询

2019年02月2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问题

2019年03月0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2018年度运营情况

2019年03月0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告情况咨

询

2019年03月0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子公司金钢矿业补偿情况咨询

2019年03月1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年报披露时间咨询

2019年03月25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申请摘帽审批时间情况咨询

2019年03月2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摘帽时间情况

2019年03月2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深交所审核时间情况咨询

2019年03月26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股价等相关情况

2019年03月27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关于公司摘帽进展情况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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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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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为“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签字盖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签字盖章页]

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刘远清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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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金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宇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田建中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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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493,539.00 499,692,594.36 2.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957,571.08 32,524,889.02 -23.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1,603,660.80 28,659,020.42 -24.6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0,798,027.40 -180,905,638.18 117.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3 0.033 -2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53 0.033 -2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1% 1.61%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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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405,839.00 2,725,411,536.37 17.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8,394,842.00 2,031,943,281.79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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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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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4,034.45 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6,30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334,311.93

合计 3,353,91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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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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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30% 368,040,148 26,000,000 质押 365,460,141

广州无线电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9% 13,736,930

吉林恒金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2% 13,000,000 质押 13,000,000

肖国文 境内自然人 0.58% 5,768,037

王小江 境内自然人 0.43% 4,258,845

李斌 境内自然人 0.39% 3,803,530

黄永耀 境内自然人 0.36% 3,571,702

柳冰 境内自然人 0.35% 3,425,800

王冠超 境内自然人 0.28% 2,750,076

陈红妹 境内自然人 0.24% 2,4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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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2,040,148 人民币普通股 342,040,148

广州无线电集团有限公司 13,736,930 人民币普通股 13,736,930

吉林恒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肖国文 5,768,037 人民币普通股 5,768,037

王小江 4,258,845 人民币普通股 4,258,845

李斌 3,803,530 人民币普通股 3,803,530

黄永耀 3,571,702 人民币普通股 3,571,702

柳冰 3,4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3,425,800

王冠超 2,750,076 人民币普通股 2,750,076

陈红妹 2,41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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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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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8年1�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9号），因公司未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核准日期2018年1月9日）起

的12个月内实施首期债券发行，该批复到期自动失效。

2、2018年8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金浦钛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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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由于原以2018年6月30日为审计基

准日的财务数据已过有效期，公司拟根据重组进度对标的资产审计基准日进行相应调整，因此公司无法在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后的6个月内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批复到期失效的公告 2019年01月08日 巨潮资讯网

关于无法按期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2019年02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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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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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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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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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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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45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

:2019－028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在2019年4月18日以电邮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19年4

月26日（周五）下午2：00在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5人，实到5人,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

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董

事长郭金东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经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 关于2019年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2019年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545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

:2019－029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8日以邮件、短信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本次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下午3：00在南京市鼓楼区马台街99号五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邵恒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二、 关于2019年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9年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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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一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项决议通过。

特此公告。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 重要提示

1．本公司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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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2．公司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4．本公司董事长高靓、总经理吕洪斌、财务总监张梅华声明：保证本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准确、完

整。

二、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895,883,210.40 3,427,459,833.81 1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0,896,149.36 547,937,091.61 11.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17,328,668.28 424,465,674.53 21.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116,795,855.63 -7,619,204,290.13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8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8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1.84% 上升0.05个百分点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9,965,519,332.21 148,526,839,072.15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573,402,025.01 31,962,553,610.75 1.91%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2,988,929,907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2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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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80,9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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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4,544.2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58,994,183.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366,906.91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088,120.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0,960.71

合计 93,567,4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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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提供的截至2019年3

月底股东持股情况列示）

单位：股

报告期内，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三、 重要事项

（一）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公司主要资产及负债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11,033,935,805.40 6,789,400,000.00 62.52%

报告期内， 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长期

借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4,901,565,843.58 2,460,462,379.19 99.21%

报告期内， 公司继续加强项目合作

开发， 公司向参股项目提供的股东

借款增加

短期借款 2,043,780,000.00 3,010,970,000.00 -32.12% 报告期内，公司偿还短期借款

2．公司现金流量分析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2亿元，上年同期为-76.2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变化

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司销售回款较去年同期增加；二是公司项目获取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亿元，上年同期为-1.9亿元。 投资活动现金流变化

的主要原因是：公司通过兼并收购获取项目投资较去年同期减少。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4亿元，上年同期100.8亿元。 筹资活动现金流变化的

主要原因是：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阶段性需要和资金情况，新增债务融资较去年同期减少，偿还债务较去年同

期增加。

（二）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以稳为主、一城一策"的房地产政策基调下，市场运行呈现以下变化：土地市场看，全国300

城市土地供应规模缩减，重点城市楼面均价及土地溢价率有所上升。 市场销售看，重点城市商品住宅成交规

模同比有所下降，三四线城市下行压力更大；百城价格指数整体稳定。 面对行业调整的整体形势，公司重点

开展以下工作：

1．持续加强党建，助推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贯彻"党建就是生产力，抓好党建就是竞争

力"的工作方针，一是组织完成基层党组织"三评一考"及"两学一做"专题组织生活会相关工作，提升基层党组

织的组织力；二是继续落实"党支部建在项目上，党旗飘在工地上"，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升企业凝聚力、生产力和战斗力，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2．加强经营调度，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96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3.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17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9%。 主要原因一是公司开发销售业务、资产管理

业务按照经营计划有序推进，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二是受益于项目投资价值显现、项目成本管控

提升以及当期结算项目结构性等因素，公司毛利率较去年同期有所提高。

3．落实区域战略，销售签约明显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坚决落实"深耕五大城市群中心城市及周边卫星

城"的区域战略，把握五大城市群中心城市销售机遇，坚持"价值营销"，实现销售签约额72.9亿元，同比增长

112%（其中，商务地产项目销售签约额2.1亿元，住宅地产项目销售签约额70.8亿元），公司销售签约金额的

城市间分布更趋均衡。

4．深化资产管理，自持盈利稳步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在新的"大资产管理体系"下，持续完善资产管理

业务模式，提升项目盈利能力。 公司资产管理业务整体实现营业收入6.4亿元，同比增长14%，实现息税前利

润4.4亿元，同比增长19%。 其中，公司成熟期项目通过加强租约管理、完善增值服务，租金收入稳步提升；培

育期项目通过加强运营管理、挖掘潜力客群，出租率持续提高。

5．坚持财务稳健，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报告期内，面对依然严峻的宏观环境和市场形势，公司坚持财务

稳健，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一是加强经营调度和资金统筹，加强销售回款管理，坚持稳健投资策略，创新供应

商资金管理，平衡好大额资金收支关系，改善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二是强化资本运作，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发

行两期私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35亿元，其中，2+2年期平均票面利率4.27%，3+2年期平均票面利率4.43%，票

面利率保持在房地产行业较低水平，为公司补充了长期低成本资金。

6．提升项目品质，提高项目竞争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以"大运营管理体系"为抓手，完善项目开发运营

标准，提高项目市场竞争能力。 在产品管理上，公司持续完善产品系列和产品标准，正式推出12个"金悦府"、

8个"融御"、5个"融府"，形成公司产品系列品牌；在项目管理上，持续优化质量管理体系和标准，持续完善成本

标准体系，提质增效改善项目盈利；在营销服务上，坚持"价值营销"，丰富"悦生活"增值服务内容，并全面启动

"悦生活"落地工作，增强客户体验。

7．加强风险管理，保障公司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年初风险调研结果，制定有效跟踪评估机

制，同时加强风险预警和风险巡视，将风险管理与日常经营管理有机融合；公司持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制定内部控制整改、督办、评价机制，以评促建，持续推动内控体系完善与公司治理水平提升，保障公司稳健

运营。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1．按揭担保情况

公司隶属于房地产行业，公司按照房地产行业经营惯例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按揭贷款担保。 截至报告

期末，公司与子公司上述类型担保余额为414,353万元。

2．其他担保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为全资、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债务融资提供担保。 截止报告期

末，上述担保情况如下：

担保对象 控制关系 担保金额（万元）

上海融兴置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50,000

上海融御置地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50,000

金融街广州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14,300

广州融辰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94,999

金融街武汉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156,300

金融街融拓（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99,970

金融街重庆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80,000

金融街津塔（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74,900

广州融都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63,810

金融街津门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37,000

佛山融展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21,000

成都裕诚置业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7,400

北京金丰万晟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82,600

天津盛世鑫和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9,150

金融街东丽湖（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6,408

金融街惠州置业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5,000

北京未来科技城昌金置业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44,100

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上述累计担保余额为1,696,937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比例为

11.43%，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3.09%。

3．报告期内，公司没有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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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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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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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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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财政部于 2017� 年3月31日修订发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于2017� 年5月2日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

报》（财会【2017】14�号）。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自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1月1

日起施行。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财政部上述通知的规定和要求，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 公司采用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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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期保值》和财政部2014年修

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及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

相关规定。

二、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采用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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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三、 变更日期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四、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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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2）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信用损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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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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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中衔接规定相关要求，公司按照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列报金融工具相关信息，比较

财务报表列报的信息与准则要求不一致的不需要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相关财务指标无重

大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并于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

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五、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

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

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

14�号）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相关财务指标无重大影响，能够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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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

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六、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

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

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会计》（财会 【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

【2017】14�号）的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相关财务指标无重大影响，能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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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七、 独立董事意见

1．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的相关准则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按照财政部规定， 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

计准则。

2．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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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八、 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监事会审核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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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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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公司11层会议室以

现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9年4月22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

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会成员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

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效。 本

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9票赞成、0票回避表决、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和《独立董事关于公

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二、以9票赞成、0票回避表决、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报告。

三、以9票赞成、0票回避表决、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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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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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在北京市

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公司11层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9年4月22日

分别以专人送达、电话通知及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及列席人员。公司监事会成员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有效。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涉及的相关事项发

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

的相关准则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相关财务指标无重大影响，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证监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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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因

此，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独立董事：林义相 牛俊杰 杨小舟

2019年4月25日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监事会

审核意见

根据《公司法》及《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金融街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涉及的

相关事项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1、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 财会 【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 号）的

相关准则和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按照财政部规定，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2、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对公司相关财务指标无重大影响，能够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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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栗谦 谢鑫 卢东亮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5日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栗 谦 谢鑫 卢东亮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5日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浦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

2019-023

证券代码：

000545

证券简称：金浦钛业 公告编号：

2019-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