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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 州 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东 广 弘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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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副总经理朱小宁由于被广州市荔湾区监察委员会实施留置, 无法在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

前对该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蔡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增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徐爱芹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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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054,828.18 338,085,235.86 3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9,236,746.07 25,633,618.89 14.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8,588,109.92 25,290,811.58 13.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2,800,382.40 -65,460,939.86 -11.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 1.83%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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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5,108,691.08 2,108,396,867.92 6.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25,679,964.12 1,496,443,218.0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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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67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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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458.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7,911.17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441.6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620.95

合计 648,636.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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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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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弘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51.50% 300,669,932 1,410,412

广东省畜禽生

产发展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94% 11,348,755 0

广东省丝绸纺

织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9% 9,258,348 0

鹤山毛纺织总

厂床上用品厂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0% 5,810,651 5,810,651

阎占表 境内自然人 0.92% 5,380,000 0

刘保瑶 境内自然人 0.61% 3,550,000 0

崔丽舒 境内自然人 0.36% 2,120,000 0

鹤山市宏科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6% 2,101,990 2,101,990

李连安 境内自然人 0.35% 2,029,757 0

陈辉 境内自然人 0.34% 2,00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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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99,259,520 人民币普通股 299,259,520

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公司 11,348,755 人民币普通股 11,348,755

广东省丝绸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9,258,348 人民币普通股 9,258,348

阎占表 5,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80,000

刘保瑶 3,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50,000

崔丽舒 2,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20,000

李连安 2,029,757 人民币普通股 2,029,757

陈辉 2,000,24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240

牟柏霖 1,964,682 人民币普通股 1,964,682

刘元瑶 1,95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51,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除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外，

其他未知公司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

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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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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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期数据 年初或上年同期数 增减幅 备注

预付款项 25,140,679.13 11,446,337.23 119.64%

主要是本期末预付冻品采购及出版社图书款

比年初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8,053,576.33 11,182,074.33 61.45%

主要是本期末应收其他往来款比年初增加所

致

存货 329,362,438.92 205,276,005.92 60.45%

主要是本期末图书及冻猪肉储备比年初增加

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275,940,306.22 - 100.00%

主要是本期广州大道北520号物业项目完工

转入所致

在建工程 5,377,111.75 226,447,679.80 -97.63%

主要是本期广州大道北520号物业项目完工

转出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2,898,407.85 50,098,213.55 -54.29%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度计提的效益工资所致

其他应付款 188,103,773.49 78,668,225.30 139.11%

主要是本期预收广东省财政免费教材发行费

及其他应付往来款增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10,926,319.75 5,286,494.75 100.00%

主要是本期公司所属子公司预收铁路拆迁补

偿款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473,054,828.18 338,085,235.86 39.92%

主要是本期图书发行业务及冻品销售收入同

比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384,101,006.98 277,193,476.99 38.57%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增加， 营业成本相应增

加所致

税金及附加 651,884.56 479,764.88 35.88%

主要是本期预提从值计量房产税同比增加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2,527,789.57 -2,139,212.06 218.16% 主要是本期计提减值准备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62,668.96 2,144,667.65 -73.76%

主要是本期确认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减少及今

年未有银行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722,492.55 121,417.39 495.05%

主要是本期结转补偿款及其他营业外收入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67,340.62 64,167.98 160.79% 主要是本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损失增加所致

净利润 28,522,091.75 15,573,852.39 83.14%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同比增加约40%导致营

业利润增加，净利润相应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714,654.32 -10,059,766.50 92.90%

主要是本期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亏损同比减

少，少数股东损益相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925,687.81 -9,051,599.60 78.73%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同比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32,056.25 -15,663,110.10 97.24%

主要是本期分配股利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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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充分利用广州市 “三旧” 改造政策及广州市 《关于加快发展总部经济的实施意见》（穗府

〔2010〕2号）等文件精神，依托和提升现有资源的价值，2012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大道北520号地块“三旧” 改造项目的议案》。 决定由公司对自身拥有

的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路520号楼房物业进行“三旧” 改造，改造后功能定位为总部商务办公

大楼。 2013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3年10月份举行了项目奠基仪式。

2018年10月10日，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弘控股总部经济大楼整

体挂牌招租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将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520号广弘控股总部经济大楼项目

（以下简称大楼或项目）按现状通过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挂牌招租，租赁期限为10年，以广州

衡鼎房地产土地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所示年租赁价格为依据，确定整体大楼挂牌招租的

年租金底价为1100万元（含税），每2年递增3%收取租金，最终成交价格将根据挂牌结果予以确定。

2018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南方联合产权交易中心发来的《组织签约通知书》，称公司挂牌出租的

广州市广州大道北520号广弘控股总部经济大楼整栋物业项目通过网络竞价交易方式确认承租方为深

圳市中信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承租方报价为年租金2140万元（含税），每2年递增3%。

2018年12月29日，公司与深圳市中信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

2019年2月13日公司收到广州市天河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核发的广弘控股总部经济大楼《房屋建筑

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以下简称：备案表），备案机关处理意见为：经核查，位于广

州市天河区的广弘控股总部经济大楼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齐全， 对照该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提出的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报告》，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同意毛坯予以备案。 收到上述备案表后，公

司总部经济大楼项目正式竣工。公司已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将总部经济大楼整体物业交付承租方深圳

市中信宝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

2、为整合行业资源，迅速扩大公司产业规模，根据公司大力发展绿色食品产业，通过重组、收购等形

式，吸纳市场资源，介入生产领域和零售终端，形成食品全产业链的战略部署。 2018年9月13日，公司与广

州市江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丰实业）控股股东及股东代表谭钜添先生就江丰实业股权转

让事宜进行了约定，并签订了《股份转让意向书》，公司拟从江丰实业全部股东处收购江丰实业合计不少

于51%的股权，江丰实业100%的股权总价格不高于4.3亿元人民币。 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意向书》属股

份收购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愿性约定，仅代表交易双方达成的初步意向，具体收购事项尚需根据尽职调

查、审计、评估结果等进一步协商谈判确定，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签署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后

生效实施。 本意向书的期限到2018年12月31日为止。

签署《股份转让意向书》后，公司立即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对江丰实业进行尽职调查，包括法律尽

调、审计、评估等一系列事项，并与江丰实业股东开展了谈判工作，双方对有关细节进行沟通和洽谈。由于

上述事项涉及工作量较大，预计不能在2018年12月31日前完成最终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公司与江丰实

业控股股东、股东代表谭钜添先生经协商，于2018年12月29日，签订《股份转让意向书补充协议》，确认

将意向书约定的有效期限延期至2019年3月31日，甲方、乙方或乙方指定公司应尽最大努力争取在2019

年3月31日前完成股份转让协议的签订，具体合作事宜以双方最终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为准。

截止2019年3月31日，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已完成对江丰实业的尽职调查。 公司与江丰实业股

权转让涉及各方就股份转让事项尚未达成一致，仍在沟通中，各方能否签订正式的《股份转让协议》尚存

在不确定性。

3、公司于2019年2月13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的提示性公告》，根据广

东省政府相关会议决定，将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控股集团）所持广东省广弘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给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出版集团）。

2019年3月5日，商贸控股集团与出版集团签订了《关于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51%国有股权

划转协议》。

2019年3月7日，公司收到出版集团通知，由于广弘资产系广弘控股持股超过30%的控股股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

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划转将触发出版集团对广弘控股的要约收购义务，出版集团将根据《收购管理办

法》的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

2019年4月10日，公司收到出版集团通知，出版集团已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并于4月8日前往中国证监会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 出版集团拟于近日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关于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豁免要约收购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反馈意见回复》。 本次国有股权划转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

务的申请无异议。

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4日收到下属子公司广东教育书店

有限公司转来的《广州市荔湾区监察委员会留置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通知书称：公司副总经理

朱小宁因涉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经广州市荔湾区监察委员会决定对其实施留置。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

营活动正常开展。公司已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妥善安排， 该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产生重大影

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江丰实业股权转让事项签署 《股

份转让意向书》 补充协议的公告及后

续进展公告事项

2019年01月03日

证劵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1

2019年04月03日

证劵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6

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国有股权整体划

转事项及相关进展情况公告

2019年02月13日

证劵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4

2019年03月06日

证劵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9

2019年03月08日

证劵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0

2019年04月11日

证劵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9

重大事项公告 2019年04月08日

证劵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17

关于广弘控股总部经济大楼整体挂牌

对外招租进展情况及该大楼取得竣工

验收备案表等事项公告

2019年01月03日

证劵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3

2019年02月15日

证劵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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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对

公司经营、 行业状况等情况作出说

明。

2019年03月31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下，对

公司经营、 行业状况等情况作出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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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

蔡 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9-23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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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年4月15日以书面文件方式、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九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19年4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参与表决董事8人，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蔡飚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9--2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2019年4月15日以通讯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5名，参与表决监事5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

林文生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事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全票通过如

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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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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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5票、弃权0票、反对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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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蔡锦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素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何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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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92,989,178.20 25,187,359,083.72 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845,843,946.35 12,559,893,480.11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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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709,040.91 325,029,197.86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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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9,072,923.70 2,190,213,452.74 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64,825,910.24 259,773,488.39 1.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219,308,793.64 199,352,907.98 10.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08 2.13 减少0.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43 0.042 2.38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43 0.042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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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40,13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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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93,124.72 /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55,688.91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893,939.44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972,548.07 /

所得税影响额 -15,493,221.56 /

合计 45,517,116.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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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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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 4,689,599,114 75.72 4,689,599,114 无

国有

法人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246,582,088 3.98 0 质押

65,

00

0,

000

国有

法人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244,105,940 3.94 0 无

国有

法人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48,092,603 2.39 0 无

国有

法人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1.61 0 无

国有

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60,400,886 0.98 60,400,886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593,524 0.20 0 无

境外

法人

张超 5,122,900 0.08 0 无

境内

自然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

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97,141 0.08 0 无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4,344,600 0.07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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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 246,582,088

人民币普通

股

246,582,088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244,105,940

人民币普通

股

244,105,940

国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148,092,603

人民币普通

股

148,092,603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0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593,524

人民币普通

股

12,593,524

张超 5,122,900

人民币普通

股

5,122,9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5,097,141

人民币普通

股

5,097,141

中国建设银行－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344,600

人民币普通

股

4,344,6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3,731,600

人民币普通

股

3,731,6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3,335,000

人民币普通

股

3,33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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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项目 本期期末 年初金额 变动额 增减幅度 变动分析

应收票据 199,432,400.05 301,835,371.72

-102,402,

971.67

-33.93%

主要是本期支付工程

款及汇票到期承兑

其他应收款 204,657,588.98 131,322,813.49 73,334,775.49 55.84%

主要是应收洪圣沙水

转水泊位转让款

其他非流动资

产

278,839,264.32 1,434,838,501.51

-1,155,999,

237.19

-80.57%

主要是土地预付款减

少

主要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1-3月）

上年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1-3月）

变动额 增减幅度 变动分析

税金及附加 10,503,843.81 7,667,572.24 2,836,271.57 36.99%

主要是本期土地使用

税增加

其他收益 12,093,124.72 4,801,425.33 7,291,699.39 151.87%

主要是确认洪圣沙搬

迁支出的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349,709,040.91 325,029,197.86 24,679,843.05 7.59%

主要是本期营业收入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423,899,051.47 218,695,456.65

-642,594,

508.12

-293.83%

主要是本期固定资产

投资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45,473,653.39 -457,716,687.41 703,190,340.80 153.63%

主要是上年同期偿还

到期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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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广州港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项目进展

为加快广州港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承接洪圣沙等老港区码头通用杂货功能转移，满足南沙港区粮

食及通用码头货物吞吐量快速增长的需要，提升公司粮食及通用杂货业务能力，公司拟投资建设广州港

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该扩建工程总投资规模17.74亿元。因今后建筑市场价格变化，政府

审批等因素，该投资估算可能发生调整。

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州港南沙

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项目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广州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投资建设广州港南沙港区粮食及通用码头扩建工程项目的公告》（2019-005）。

该项目在2018年已完成岸线使用等前期报批，目前正在进行设计报批及施工招标准备工作，计划

2019年9月底开工建设。

2.�与广州穗航实业有限公司重新签订《股权托管协议》

鉴于广州市穂航实业有限公司（下称“穂航实业公司” ）持有广州东江口码头有限公司（下称“东

江口码头” ）的股比由74.8%变为100%，公司与穗航实业公司重新签订股权托管协议并对协议条款进

行相应调整。 穂航实业公司委托公司对其所持有的东江口码头100%股权进行管理。

穗航实业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广州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与穂航实业公司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签订《股权托管协议》是为有效解决公司和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在托管期限内仍实

行无偿委托，东江口码头的经营收益和亏损仍由其股东穂航实业公司享有和承担。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

重大风险，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019年1月28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事项。详见公司于2019年

1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披露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广州穂航实业有限公司重新签订《股权托管协议》

的关联交易公告》（2019-006）。

3.土地交储进展

2018年9月30日，公司召开了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将黄埔区洪圣

沙土地交储的议案 》。 详见2018年10月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拟将黄埔区洪圣

沙土地交储的公告》。

2018年9月30日公司与黄埔区土地开发中心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国有土地

使用权有偿收回协议书》。 本次交储土地共431,037平方米，获得补偿款预计共4,121,431,373.50元。

该议案已于2018年10月24日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2018年12月25日，公司已经收到本次土地收储的补偿款2,071,696,390.88元（大写：人民币

贰拾亿柒仟壹佰陆拾玖万陆仟叁佰玖拾元捌角捌分）。 详见2018年12月26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黄埔区洪圣沙土地交储的进展公告》（2018-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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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锦龙

日期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228

证券简称

:

广州港 公告编号

:2019-031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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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董事。

（三）会议表决截止时间：2019年4月25日12：00

会议召开方式：通讯表决方式

（四）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9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洪圣沙码头地块收储前过渡期物业管理方案的议案》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审议了议案相关资料，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并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同意公司委托关联方广州海港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洪圣沙码头地块收储过渡期间的物业

管理工作，并与其签订委托管理协议，管理费用定为35万元/月。

公司董事长蔡锦龙、副董事长李益波、董事苏兴旺为该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该议案具有有

效表决权的票数为6票。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228

证券简称

:

广州港 公告编号

:2019-032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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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二）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9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方式送交公司全体监事。

（三）会议表决截止时间：2019年4月25日16:00

会议召开方式：通讯方式表决

（四）本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监事4名，实际参加会议的监事4名。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并投票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3号———

季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认真审议了公司编

制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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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息能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情况和财务状况。

3.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季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洪圣沙码头地块收储前过渡期物业管理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在洪圣沙码头地块交储前的过渡期内，公司委托海港物业公司为洪圣沙码头地块提供

物业管理服务，符合公司实际，有利于公司有序推进洪圣沙土地交储工作，且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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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国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丽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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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6,747,554.17 2,629,307,755.26 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9,278,519.26 1,786,043,809.85 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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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642,035.01 120,239,000.08 -5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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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6,626,078.21 814,415,435.41 -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3,295,141.76 37,696,520.08 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3,226,144.74 37,211,545.01 16.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2.12 增加0.1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6 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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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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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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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02.9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34,905.91

合计 68,99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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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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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芳 280,500,000 42.12 280,500,000 质押 160,000,000 境内自然人

张春芳 139,400,000 20.93 139,40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辉 40,050,000 6.01 40,0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张辉阳 40,050,000 6.01 40,050,00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吕月芳 4,000,00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蒋勇 2,000,000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1,355,700 0.20 0 无 0 境外法人

陈峰 950,000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传柏 917,000 0.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庆华 897,000 0.1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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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月芳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蒋勇 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

法国兴业银行 1,355,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5,700

陈峰 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50,000

刘传柏 9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7,000

王庆华 897,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7,000

杜芸 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0,000

李有国 833,344 人民币普通股 833,344

陈学才 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000

丘鑫林 649,400 人民币普通股 649,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1、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张国芳先生与张春芳女士为夫妻关系，张辉女士系张国芳

先生、张春芳女士之女，张辉阳先生系张国芳先生、张春芳女士之子。 张国芳、张

春芳、张辉、张辉阳为一致行动人。

2、除上述说明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属于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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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数 年初数 增加额 增长率

其他流动资产 613,379.25 4,318,100.04 -3,704,720.79 -85.80%

预收账款 53,675,648.35 33,914,798.41 19,760,849.94 58.27%

应付职工薪酬 891,791.04 11,032,385.25 -10,140,594.21 -91.92%

长期股权投资 28,267,997.08 22,267,997.08 6,000,000.00 26.9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97,815,266.43 304,562,509.56 93,252,756.87 30.62%

1、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370.47万元，下降85.80%，主要为增值税进项税留底及预交

所得税冲减完毕。

2、报告期末，预收账款比期初增加1976.08万元，上涨58.27%，主要为会员卡未消费数增加。

3、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1014.06万元，下降91.92%，主要为计提年终奖已发放。

4、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比期初增加600.00万元，上涨26.94%，主要原因是增加对甘肃杉杉奥特

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的投资。

5、报告期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比期初增加9325.28万元，上涨30.62%，主要原因是国泰君安市值

增加。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长额 增长率

财务费用 -3,081,899.54 -396,501.20 -2,685,398.34 -677.27%

营业外收入 163,717.93 547,339.94 -383,622.01 -70.09%

6、报告期末，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268.54万元，下降677.27%，主要为公司流动资金较大，利息

收入增加。

7、报告期末，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38.36万元，下降70.09%，主要是赔偿收入减少。

单位：元

现金流量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长额 增长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50,642,035.01 120,239,000.08 -69,596,965.07 -57.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34,431,293.37 -3,322,969.93 -31,108,323.44 -936.1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123,299.63 -1,685,625.00 562,325.37 33.36%

8、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减少6959.70万元，下降57.88%，主要为应付账

款减少，缴纳税金增加。

9、报告期末，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减少3110.83万元，下降936.16%，主要为增加乐

活汇项目及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的投资。

10、报告期末，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比上年同期增加56.23万元，上涨33.36%，主要为短期借款

利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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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国芳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1086

证券简称：国芳集团 公告编号：

2019-017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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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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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要

求，现将2019年第一季度末门店变动情况及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已开业门店分布及变动情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在甘肃地区、宁夏地区、青海地区共拥有已运营门店12家，其中：百货业

态为主的门店6家，分别为东方红广场店、国芳百货西固店、白银世贸中心店、宁夏购物广场店、张掖购

物广场店、西宁国芳百货店；超市6家，分别为综超广场店、综超曦华源店、综超长虹店、综超七里河店、

综超南川店、综超皋兰店。

公司经营面积共30.00万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地区 经营业态

自有物业门店 租赁物业门店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门店数量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甘肃地区 百货、超市、电器 2 12.45 7 6.62

银川地区 百货 1 5.09 - 0.13

西宁地区 百货、超市 - - 2 5.71

注：1、甘肃地区因东方红广场店经营管理业务调整，增加租赁子公司兰州国芳商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自有房产面积6539.52㎡。

2、银川地区因宁夏购物广场店经营管理业务调整需要，增加租赁公司自有房产面积3478㎡；另含

其他租赁面积1,310.63㎡。

二、已签约待开业门店情况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兰州国贸大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购买房

产用于在南关国贸大厦开设百货公司的议案》，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竞拍

兰州国际贸易中心房产的议案》，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上市的议案》、《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股）募集资金运用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购买位于兰州市庆阳路328号的原国贸大

厦商业物业。 公司对该商业物业进行加固、装修改造后，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国芳乐活

汇的经营场地。 目前该项目处于改造装修、招商落位等筹备阶段，预计于2019年10月前开业运营。

2、公司参与投资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的情况

（1）2018年3月29日，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与杉杉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杉杉商业” ）、宁波万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万盛” ）共同投资设立甘肃杉杉奥

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进行奥特莱斯项目开发运营事宜。投资公司拟定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其

中：杉杉商业以货币资金12,300万元认缴出资，占比41%；国芳集团以货币资金9,000万元认缴出资，占

比30%；宁波万盛以货币资金8,700万元认缴出资，占比29%。 公司已于2018年4月12日与杉杉商业、宁

波万盛共同签署《兰州杉杉奥特莱斯项目合作开发协议》。

（2）实施进展：

A．2018年5月31日， 甘肃杉杉奥特莱斯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经兰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完成

登记注册，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620100MA74B61M6G，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傅政骥，经营范围：日用百货、通讯器材、化妆品、箱包、钟表眼镜、针纺织品、服装、鞋帽、五金交电、家电

产品、日杂用品、皮革、玩具、灯具、家具、家居用品、工艺礼品、黄金制品、金银首饰、珠宝、机电设备、计算

机设备、办公用品、健身器材、花卉批发零售；电影院、餐饮服务、美容美发、KTV、电子游艺、室内娱乐

（消防验收合格后凭有效许可证经营，除高危体育项目及法律法规禁止的项目）；图书、音像制品、烟草

制品、药品零售，食品加工、销售，蔬菜、水果、食品销售（以上项目涉及许可证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计

算机软件开发、销售；灯箱制作、喷绘；设计、制作、发布各类广告；自营或代理国内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实行国营贸易管理的货物除外）；自有场地租赁；停车场服务；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金

融、证券、期货、保险等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企业营销策划；酒店管理（不含自营酒店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B．土地：2018年10月完成土地招拍挂；2018年11月签订《土地出让合同》；2018年11月9日已取得

建设用地批准书，证书号：兰州市[2018]建批字第0053号，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立项：2018年6月22

日已完成备案， 备案证号： 城发改备 （2018）39号。 环评：2018年12月21日已完成备案， 备案号：

201862010200000462。 规划：2019年1月14日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地字第2019-003号；

2019年3月20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兰规建字第620100201900036号。

（3）项目概况：总用地面积145,415㎡，总建筑面积188,135㎡，其中地上建筑面积174,498㎡，地

下建筑面积13,637㎡。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220家左右奥特莱斯品牌店，7,250㎡电影院，6,640㎡超市以

及地下车库等配套公建设施。

三、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

1、报告期内，公司按业务分类情况取得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业态

2019年1-3月

营业收入 同比增减（%） 毛利率（%） 同比增减（%）

零售

业务

百货 662,271,691.53 -2.97% 14.94% -0.59%

超市 86,120,382.02 16.55% 14.02% -0.03%

电器 7,272,828.79 -50.84% 7.33% -3.26%

小计 755,664,902.34 -2.02% 14.76% -0.54%

房地产租赁 2,534,956.47 -23.09% 68.58% 24.39%

其他 0.00 -100.00% 0 -100.00%

合计 758,199,858.81 -2.12% 14.94% -0.48%

2、报告期内，公司按地区取得零售业务的主营业务收入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2019年1-3月

营业收入 同比增减（%） 毛利率（%） 同比增减（%）

甘肃

地区

兰州市 564,598,055.14 -2.36% 15.56% -0.50%

白银市 30,183,964.35 -2.32% 13.20% 0.08%

张掖市 19,984,632.07 -9.19% 11.87% 0.29%

小计 614,766,651.56 -2.60% 15.32% -0.44%

西宁地区 70,477,774.03 0.27% 12.11% -0.85%

银川地区 70,420,476.75 0.88% 12.55% -0.91%

合计 755,664,902.34 -2.02% 14.76% -0.54%

以上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甘肃国芳工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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