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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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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高会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全栋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程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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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9,685,338.41 6,399,620,618.54 -2.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44,185,678.00 2,874,098,054.0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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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992,966.40 76,697,241.70 -3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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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538,488.53 853,235,734.58 -2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912,376.06 13,889,978.97 -31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 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3,914,955.01 10,000,138.06 -439.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5 0.45

减少

1.50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2 -3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0.02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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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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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4,556.8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1,309.3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29,691.39

所得税影响额

-1,410,756.80

合计

4,002,5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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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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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33,566,953 19.77

质押

133,566,953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深圳市中能绿色启航壹号投

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48,640,915 7.20 48,640,915

质押

48,64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146,347 1.5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姜鹏飞

8,176,676 1.21

未知 未知

长信基金

－

宁波银行

－

辽宁曙

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639,000 0.98 6,639,000

无 其他

张素芬

5,320,000 0.79

未知 未知

杨延飞

4,350,602 0.64

未知 未知

陈丽云

3,812,250 0.56

未知 未知

法国兴业银行

2,336,900 0.35

未知 未知

陈鑫

2,218,000 0.33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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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133,566,953

人民币普通股

133,566,953

辽宁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146,347

人民币普通股

10,146,347

姜鹏飞

8,176,676

人民币普通股

8,176,676

张素芬

5,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20,000

杨延飞

4,350,602

人民币普通股

4,350,602

陈丽云

3,812,250

人民币普通股

3,812,250

法国兴业银行

2,33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6,900

陈鑫

2,218,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8,000

张桂霞

2,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

鄂尔多斯市嘉世和投资有限公司

2,03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

9

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

情况

，

其他九名股东本公司未知其之间的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情况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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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金额减少12,272,823.02元，减幅29.32%，主要系公司增值税留抵

税额较年初余额减少所致。

长期应付款较年初金额减少11,637,711.25元,减幅29.02%，主要系偿还售后回租融资

租赁租金款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金额减少9,752,837.88元，减幅52.26%，主要系借款本金减少，财

务费用利息支出同比减少影响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19,486,644.30元，增幅86.83%，主要系同期收回大

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剩余价款，资产减值损失冲回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5,958,086.46元，增幅102.00%，主要系联营企业安徽安

凯福田曙光车桥有限公司净利润增长影响所致。

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金额增加1,741,680.00元,增幅218.45%，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丹

东曙光专用车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安置残疾人退还增值税同比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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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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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会恩

日期

2019

年

4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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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钟英华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晓文先生、陈宏志先生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瑞华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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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620,610.30 685,688,278.41 -8.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9,095,860.86 7,655,357.69 933.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53,780,068.08 6,769,308.23 69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73,124.01 58,469,637.99 -115.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55 0.0112 931.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55 0.0112 931.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0.2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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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66,234,901.68 10,303,984,206.62 -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98,915,838.03 3,919,816,037.15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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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3,1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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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7,575.4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717.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84,012.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5,247.24

合计 25,315,79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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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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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开发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26.12% 178,914,710 0

广州发展电力企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35% 125,703,386 0

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47% 92,301,178 0

广州黄电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50% 23,982,718 0

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5% 11,296,216 0

张武 境内自然人 1.35% 9,248,330 0

罗晶 境内自然人 0.41% 2,780,000 0

马玉祥 境内自然人 0.32% 2,184,600 0

丁春林 境内自然人 0.29% 2,000,000 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0.23% 1,55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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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开发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8,914,710 人民币普通股 178,914,710

广州发展电力企业有限公司 125,703,386 人民币普通股 125,703,386

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2,301,178 人民币普通股 92,301,178

广州黄电投资有限公司 23,982,718 人民币普通股 23,982,718

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11,296,216 人民币普通股 11,296,216

张武 9,248,330 人民币普通股 9,248,330

罗晶 2,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0,000

马玉祥 2,184,600 人民币普通股 2,184,600

丁春林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

金（交易所）

1,557,076 人民币普通股 1,557,07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广州开发区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人

下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股东外，其他前十名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罗晶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 1,700,000�股，马玉祥通

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股数量为2,184,600�股， 丁春林通过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为2,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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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及稀释每股收益分别增加

933.21%、694.47%、931.25%及931.2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燃煤价格同比下降，售电业

务由亏转盈，对外出售碳排放配额实现盈利，以及本报告期持有越秀金控股权确认投资收

益比上年同期确认广州证券投资收益增加。

2.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115.00%，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付燃料货款及预缴企业所得税款比上年同期增加。

（二）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应收票据增加347.19%，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商业承兑汇

票增加所致。

2.� 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预付账款增加296.96%，主要是报告期内预付燃煤、天燃

气采购款增加所致。

3.� 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其他应收款减少69.65%，主要是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股

权公司收到应收股利款所致。

4.�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其他流动资产增加122.58%，主要是报告期内待抵扣增值

税进项税额及预缴企业所得税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少100.00%，主要是报告期内采用新

金融工具准则调整科目所致。

6.�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增加100.00%，主要是报告期内采用新

金融工具准则调整科目所致。

7.� 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在建工程减少39.61%，主要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分布

式能源公司在建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8.� 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预收款项增加73.65%，主要是报告期内控股子公司锦泽

公司预收售房款及恒隆公司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9.� 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应付职工薪酬增加61.99%，主要是报告期内应付未付的

人员薪酬余额增加所致。

10.�报告期末与本年初相比，其他应付款增加46.92%，主要是报告期内计提应付未付

利息及收到履约保证金增加所致。

11.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资产减值损失减少237.60%，主要是报告期

内收回货款冲减坏账准备所致。

12.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投资收益增加583.05%，主要是上年同期持

有的广州证券股权本报告期转为持有越秀金控股权， 本报告期按持有越秀金控股权比例

确认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确认广州证券投资收益增加。

13.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资产处置收益增加59,097.56%，主要是报告

期内对外出售碳排放配额实现盈利，上年同期无此事项。

14.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营业外收入增加473.77%，主要是报告期内

收到罚款同比增加所致。

15.�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营业外支出减少53.37%，主要是报告期内

捐赠支出同比减少所致。

16.�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所得税费用增加208.60%，主要是报告期内

实现的应税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17.�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收到的税费返还减少33.54%，主要是报告

期内收到增值税即征即退返还款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18. �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 与上年同期相比，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376.81%，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及财政补贴款比上年同期增加所

致。

19.�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支付的各项税费增加49.59%，主要是报告

期内预缴企业所得税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0.�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754.04%，主

要是报告期内收到广州开发区国企联合基金分红款比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1.�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102,455.65%，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出售碳排放配额款，上年同期无

此事项。

22.�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与上年同期相比，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50.44%，主要是

报告期内对外借款比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23. � 本年初至报告期末， 与上年同期相比，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100.00%，主要是报告期内受限使用的贷款资金解冻，上年同期无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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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广

州恒运西区热力有限公司收购广州科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对

广州恒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增资及广州恒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对广州恒运西区热力有限

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由公司对广州恒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增资 10,000� 万元（恒运

股权公司注册资本拟由70,000万元增加至80,000万元），再由广州恒运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对广州恒运西区热力有限公司增资10,000万元,由广州恒运西区热力有限公司使用该

资金专项用于收购科云公司100%股权。广州恒运西区热力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及银行借

款不超过2.55亿元参与竞买广州凯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广州科云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100%股权。 报告期内已将摘牌所需的资料提交开发区产权交易中心。 详情请见公司

于2019年1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告。

2、2019年3月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

公司广州恒运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900万元设立全资子公

司广州恒运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暂定名，以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报告期内已取得广

州恒运电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公

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全资孙公司广州恒运西区热力有

限公司收购广州科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9年01月10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关于对广州恒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增

资及广州恒运州科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9年01月10日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广州恒运电力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9年03月09日

巨 潮 资 讯 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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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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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法人代表）： 钟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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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18日发

出书面通知，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

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2019年4月27日披露的《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及《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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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18日发

出书面通知，于2019年4月26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监事5人，实际

参与表决监事5人。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经记名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形成了监事会对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本公司监事仔细核查了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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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情请见公司2019年4月27日披露的《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报告全文》及《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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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保证18恒运SCP001（债券代码：011801478）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

时领取兑付资金，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务融资工具基本情况

1.发行人：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3.债券简称：18恒运SCP001

4.债券代码：011801478

5.发行总额：人民币5亿元

6.发行期限：270日

7.本计息期债券利率：4.5%

8.计息方式：固定利率

9.还本付息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10.付息兑付日：2019年5月6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 ）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时间之

前划付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

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

金的时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

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

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

限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蔡澄

联系方式：020-82208085

2.主承销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荀雅梅

联系方式：010-66592749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021-23198682

四、备注

无

我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

则的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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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李源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翼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吴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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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3,042,623.32 6,931,309,611.85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085,260,033.13 3,983,520,415.39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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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875,940.79 -87,583,311.86 -6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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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2,848,274.54 2,708,187,485.49 -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01,739,617.74 90,240,575.02 1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9,447,900.87 80,808,577.84 10.6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2.52 2.39 增加0.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5 0.137 13.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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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93,2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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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720.2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769,185.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87,476.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46,322.82

所得税影响额 -2,916,130.36

合计 12,291,71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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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额 增减比例(%)

交易性金融资产 1,876,000,000.00 1,876,000,000.00

预付账款 135,193,370.07 42,151,148.21 93,042,221.86 221

其他流动资产 405,274,818.07 2,277,683,484.40 -1,872,408,666.33 -82

应交税费 48,760,532.62 76,294,485.16 -27,533,952.54 -36

应付股利 1,584,694.50 834,694.50 750,000.00 90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资产减值损失 -130,076.28 -4,365.99 -125,710.29 2879

营业外收入 1,506,159.56 661,629.73 844,529.83 128

营业外支出 218,294.79 1,000,934.50 -782,639.71 -78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原因分析：

（金额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5,875,940.79 -87,583,311.86 -58,292,628.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995,722.48 -128,555,043.25 119,559,320.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8,489.58 -79,136,682.74 77,398,193.16

变动原因：

（1）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余额18.76亿元，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4.05亿元，均较期

初变化较大，主要是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列报。

（2）预付账款期末余额13,519万元，较期初增加221%，主要是待摊销的年终奖、租

金、装修费等增加所致。

（3）应交税费期末余额4,876万元，较期初减少36%，主要是本年3月销售低于上年

12月，相应流转税费减少，以及企业所得税、个税减少所致。

（4）应付股利期末余额158万元，较期初增加70%，主要是控股子公司成都西单商场

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股东分红尚未支付所致。

（5）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发生额-13万元，较上期变化较大，主要是比较基数小所致。

（6）营业外收入本期发生额151万元，较期初增幅较大，主要是所属北京贵友大厦有

限公司建国门店递延收益确认地铁施工占地补偿款107万元所致。

（7）营业外支出本期发生额22万元，较上期减少78%，主要是上期所属北京燕莎友

谊商城有限公司太原店闭店资产报废形成的损失所致。

（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14,588万元，比上年同期多流出5,829万元，

主要是销售下降、税费下降、支付职工工资增加及所属北京新燕莎商业有限公司金街店

支付大物业租赁费等共同作用所致。

（9）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净流出为900万元，较上期少流出11,956万

元，主要是上期银行理财购买大于赎回增减变化所致。

（10）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净流出为174万元，较上期少流出7,740万

元，主要是上期所属企业北京燕莎友谊商城有限公司支付少数股东股利9,738万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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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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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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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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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

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现将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门店变动情况

地区 经营业态

新开门店 关闭门店 期末门店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万平米) (万平米) (万平米)

北京

百货商场 9 27.00

购物中心 2 21.00

专业店 9 0.15 122 5.35

折扣店 （奥特

莱斯）

1 9.70

小计 0 0.00 9 0.15 134 63.05

天津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9 0.20

折扣店 （奥特

莱斯）

1 8.80

小计 0 0.00 0 0.00 10 9

山西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7 0.20 3 0.10 162 3.00

折扣店 （奥特

莱斯）

小计 7 0.20 3 0.10 162 3.00

内蒙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5 0.15 4 0.05 161 3.00

折扣店 （奥特

莱斯）

小计 5 0.15 4 0.05 161 3.00

河北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2 0.10 15 0.30

折扣店 （奥特

莱斯）

小计 2 0.10 0 0.00 15 0.30

新疆

百货商场 1 2.40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 （奥特

莱斯）

小计 0 0.00 0 0.00 1 2.40

四川

百货商场 1 3.30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 （奥特

莱斯）

小计 0 0.00 0 0.00 1 3.30

甘肃

百货商场 1 4.10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 （奥特

莱斯）

小计 0 0.00 0 0.00 1 4.10

合计

百货商场 12 36.80

购物中心 2 21.00

专业店 14 0.45 16 0.30 469 11.85

折扣店 （奥特

莱斯）

2 18.50

小计 14 0.45 16 0.30 485 88.15

注：2019年1季度，专业店：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法雅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新开门店14

家，关闭门店14家；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西羽戎腾商贸有限公司新开门店0家，关闭门店2

家。

二、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无拟增加门店情况

三、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地区 经营业态

营业收入

毛利率%

营业收入

同比变动%

毛利率

同比变动

北京

百货商场 937,256,612.15 23.78 -5.53 增加0.17个百分点

购物中心 210,174,182.61 56.29 3.81 增加2.62个百分点

专业店 392,408,465.68 13.24 11.64 减少2.19个百分点

折扣店

（奥特莱斯）

798,444,550.30 17.83 -3.86 增加0.58个百分点

小计 2,338,283,810.74 22.90 -1.61 增加0.16个百分点

天津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4,971,042.74 20.99 -17.23 增加11.28个百分点

折扣店

（奥特莱斯）

173,237,731.40 15.79 10.45 减少0.04个百分点

小计 178,208,774.14 15.94 9.42 增加0.34个百分点

山西

百货商场 - -100.00 减少16.47个百分点

购物中心

专业店 77,337,541.11 21.75 50.26 增加2.01个百分点

折扣店

（奥特莱斯）

小计 77,337,541.11 21.75 11.73 增加2.85个百分点

内蒙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46,859,639.77 25.60 80.75 增加3.93个百分点

折扣店

（奥特莱斯）

小计 46,859,639.77 25.60 80.75 增加3.93个百分点

新疆

百货商场 50,654,041.57 18.49 -15.35 减少0.70个百分点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

（奥特莱斯）

小计 50,654,041.57 18.49 -15.35 减少0.70个百分点

四川

百货商场 66,965,045.90 24.45 -0.96 增加1.16个百分点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

（奥特莱斯）

小计 66,965,045.90 24.45 -0.96 增加1.16个百分点

甘肃

百货商场 54,307,520.09 23.36 -19.72 增加2.57个百分点

购物中心

专业店

折扣店

（奥特莱斯）

小计 54,307,520.09 23.36 -19.72 增加2.57个百分点

河北

百货商场

购物中心

专业店 2,083,991.40 25.29

折扣店

（奥特莱斯）

小计 2,083,991.40 25.29

合计

百货商场 1,109,183,219.71 23.56 -7.95 增加0.45个百分点

购物中心 210,174,182.61 56.29 3.81 增加2.62个百分点

专业店 523,660,680.70 15.72 20.21 减少0.53个百分点

折扣店

（奥特莱斯）

971,682,281.70 17.47 -1.59 增加0.44个百分点

小计 2,814,700,364.72 22.44 -0.56 增加0.32个百分点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据。

特此公告。

北京首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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