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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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陈葵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青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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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491,777.42 1,463,517,707.16 -0.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366,955,401.41 1,346,761,933.61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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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77,552.55 24,349,430.42 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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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39,834.26 189,776,094.64 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0,193,467.80 22,238,055.92 -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8,490,421.48 21,723,413.33 -14.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49 1.65 减少0.1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9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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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4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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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8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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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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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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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7,682.11

合计 1,703,04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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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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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宇 67,846,789 28.27 67,846,789 质押 24,440,000 境内自然人

陈葵生 35,894,312 14.96 35,894,312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明生 32,310,826 13.46 32,310,826 无 0 境内自然人

林世福 16,155,413 6.73 16,155,413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福生 12,930,275 5.39 12,930,275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小军 2,780,000 1.1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协捷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协捷三期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1,067,700 0.44 0 无 0 其他

张灵伟 1,000,000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961,400 0.40 0 无 0 境外法人

李春辉 656,800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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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军 2,7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0,000

上海协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协捷三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1,06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067,700

张灵伟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法国兴业银行 961,400 人民币普通股 961,400

李春辉 656,800 人民币普通股 656,800

唐明洪 566,700 人民币普通股 566,700

刘素杰 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

李艳兵 456,900 人民币普通股 456,900

张文荣 412,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2,400

杨燕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本公司无控股股东。 上述股东陈葵生、陈冠宇、陈明生、林世福、陈福生合计直接持有公

司股份165,137,615股，占公司总股本240,000,000股的68.81%，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其中，陈葵生、陈明生、陈福生系兄弟关系，陈冠宇系陈葵生等三人之侄子，林

世福系陈葵生等三人之姐（妹）夫。

②除上述情形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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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变动分析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其他应收款 2,372,257.78 1,344,292.42 76.47

报告期末保证金、 备用金及预

支工作款等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030,847.52 123,054,807.99 -92.66

报告期末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将结构性存款列报至交易性金

融资产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336,967.29 11,472,789.79 59.83

报告期末预付工程及设备款项

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4,058,998.33 6,579,277.35 -38.31

报告期末预收客户货款减少所

致。

利润表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研发费用 2,873,361.37 1,878,326.81 52.97 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367,491.76 -3,575,013.26 -89.72

报告期内将结构性存款利息收

益列报至投资收益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817,038.06 588,856.38 38.75 报告期内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889,850.00 113,300.00 1,568.01

报告期内收到的与日常经营活

动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19,452.85 -3,724.26 不适用

报告期内固定资产出售产生的

利得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1,900.05 690,109.67 -92.48 报告期内其他收入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687.15 3,919.55 -82.47 报告期内其他支出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2018年第一季度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908,492.94 -164,771,242.72 -96.41

报告期内购买理财产品期末未

到期同比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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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8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19年3月28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

司实施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2019年3月2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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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葵生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615

证券简称：茶花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6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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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葵生先生召集，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发出

表决票9张），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收回有效表决票9张），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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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财会[2017]7号）、《关

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2017]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

[2017]14号）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615

证券简称：茶花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0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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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6 － 2019/5/7 2019/5/7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4月22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40,0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

利48,000,000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6 － 2019/5/7 2019/5/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

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

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个人从

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

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

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0.18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下简称“QFII” ）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相关规定在取得红

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由公司通

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

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将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沪股通投资者的股权登记

日、现金红利发放日等时间安排与公司A股股东一致。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居民企业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取得的股息红利的企业所得税由其按税

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对其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2元（含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的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91-83961565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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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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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阮建锐先生召集，应参加会议监事3人

（发出表决票3张），实际参加会议监事3人（收回有效表决票3张）。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

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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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及其它相关要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方面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截至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时，公司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3、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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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

具确认和计量〉的通知》（财会[2017]7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

[2017]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

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财会[2017]14号）的要求进行相应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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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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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部修订印发的新金融工具准

则作出的合理变更，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不重述2018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

指标，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发布了 《关于印发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通知》（财会[2017]7

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的通知》（财会[2017]8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

则第24号———套期会计〉的通知》（财会[2017]9号）、《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的通知》

（财会[2017]14号）（上述四项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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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执行；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

执行；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上市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

（二）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采用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

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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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金融资产类别，提高分类的客观性和有

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

2、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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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4、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不重述2018年可比

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

按照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公司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11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的意见

（一）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后，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变

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会计政策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

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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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因此，我们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二）公司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变更，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广

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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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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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和《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十八号———化工》的要求，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生产量、销售量及库存量

单位：吨

主要产品 生产量 销售量 库存量

塑料制品 7,742.70 8,245.20 4,473.73

非塑料制品 506.37 739.45 655.14

二、主要产品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单位：元

主要产品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塑料制品 178,501,975.34 127,769,484.13

非塑料制品 20,996,202.65 15,466,670.02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单位：吨

原材料 采购模式 采购量 价格变动情况

塑胶原料 大宗采购 8,423.09 -4.21%

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及子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塑胶原料，受石油等大宗材料价格下降的影响，采购价格同比相应下

降。

四、以上经营数据来源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且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敬请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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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匡振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宋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单晓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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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52,411,299.39 5,574,139,411.53 1.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83,359,239.97 3,133,060,862.78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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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74,620.48 8,610,353.17 -4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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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8,871,535.52 1,375,858,364.19 -3.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674,070.69 45,772,809.90 -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36,379,108.84 45,130,154.13 -19.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2 1.51 减少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5 0.087 -2.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5 0.087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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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3,1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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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50,8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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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9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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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4,987.29

合计 8,294,9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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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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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翠微集团 172,092,100 32.83 0 无 国有法人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55,749,333 29.71 0 无 国有法人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7,194,018 3.28 0 无 国有法人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0,464,416 2.00 0 未知 未知

王桂花 1,914,939 0.3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丽屏 1,785,000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七组合 1,739,100 0.33 0 未知 未知

熊国强 1,548,100 0.3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熊卫红 1,354,7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1,252,766 0.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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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翠微集团 172,092,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092,100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55,749,333 人民币普通股 155,749,333

华纺房地产开发公司 17,194,018 人民币普通股 17,194,018

农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0,464,416 人民币普通股 10,464,416

王桂花 1,914,939 人民币普通股 1,914,939

陈丽屏 1,7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5,0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七组合 1,739,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9,100

熊国强 1,548,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48,100

熊卫红 1,354,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54,700

法国兴业银行 1,252,766 人民币普通股 1,252,76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翠微集团与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同受海淀区国资委实际控

制，两者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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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预付账款 22,944,009.83 11,415,777.18 11,528,232.65 100.99% （1）

持有待售资产 - 7,500,000.00 -7,500,000.00 -100.00% （2）

在建工程 2,097,087.41 - 2,097,087.41 100.00% （3）

短期借款 577,105,439.28 427,105,439.28 150,000,000.00 35.12% （4）

应付职工薪酬 48,971,967.32 75,427,269.12 -26,455,301.80 -35.07% （5）

应交税费 19,814,338.26 29,861,254.98 -10,046,916.72 -33.65% （6）

应付利息 1,095,851.43 13,411,140.32 -12,315,288.89 -91.83% （7）

其他综合收益 6,445,858.57 821,552.07 5,624,306.50 684.60% （8）

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1-3月） 上年同期（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财务费用 2,124,889.72 100,171.49 2,024,718.23 2021.25% （9）

投资收益 11,130,819.87 1,856,712.33 9,274,107.54 499.49% （10）

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1-3月） 上年同期（1-3月）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274,620.48 8,610,353.17 -41,884,973.65 -486.45% （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1,496,273.22 -200,197,624.76 118,701,351.54 59.29% （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7,724,154.88 -16,500,000.00 144,224,154.88 874.09% （13）

（1） 预付账款增加主要系本期超市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2） 持有待售资产减少系我公司于2018年11月签署了北京海淀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于本期收回。

（3） 在建工程增加系本期新增柜台装修工程所致。

（4） 短期借款增加系本期取得银行贷款所致。

（5）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系计提上年年终奖于本期发放所致。

（6） 应交税费减少主要系本期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7） 应付利息减少主要系本期偿付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8） 其他综合收益增加主要系私募基金公允价值变动影响所致。

（9） 财务费用增加主要系上年第四季度取得银行贷款，本期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10） 投资收益增加主要系本期取得理财产品收益增加所致。

（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下降所致。

（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收回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1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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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匡振兴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123

证券简称：翠微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20

债券代码：

136299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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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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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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 现将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门店变动情况：无

二、报告期拟增加门店情况：无

三、报告期末主要经营数据

1、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9年第一季度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商品销售 1,263,176,419.03 1,049,808,273.48 16.89% -4.17% -3.30%

减少0.75个百分

点

租赁业务 33,470,154.14 16,796,618.85 49.82% 9.16% -0.39%

增加4.81个百分

点

合计 1,296,646,573.17 1,066,604,892.33 17.74% -3.87% -3.26%

减少0.52个百分

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公司主营商品销售，主要客户为北京地区消费者。

特此公告。

北京翠微大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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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黄永福 董事 个人原因 无

1.3� �公司负责人李欣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国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陈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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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2,720,457.16 2,918,627,990.98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32,129,533.91 1,923,708,725.21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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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96,785.85 -35,897,567.71 1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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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883,719.81 555,741,679.75 31.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81,436.70 8,617,282.55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816,045.84 7,493,167.69 4.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3 0.457 减少0.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93 0.010 -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93 0.0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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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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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4,428.06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42,452.8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61,086.5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1,366.19

所得税影响额 -179,037.27

合计 565,3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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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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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7,454,399 33.14 0 质押 26,928,144 国有法人

黄刚 18,807,902 2.1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克力 7,255,183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郑涛 5,530,00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陈浩 5,000,000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

国企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710,700 0.52 0 无 0 未知

王中伟 3,695,777 0.4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隆坤 3,500,000 0.3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游美萍 3,023,000 0.3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夏燕 2,969,200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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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97,454,399 人民币普通股 297,454,399

黄刚 18,807,902 人民币普通股 18,807,902

李克力 7,255,183 人民币普通股 7,255,183

郑涛 5,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30,000

陈浩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中证四川国企改革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710,700 人民币普通股 4,710,700

王中伟 3,695,777 人民币普通股 3,695,777

王隆坤 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

游美萍 3,0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23,000

夏燕 2,96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9,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

为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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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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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资产构成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有：

（1）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比期初下降32.72%，主要是本期摊销所致。

（2）应交税费：期末比期初增长203.51%，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主要损益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化的主要有：

（1）营业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31.52%，主要是本期销量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35.15%，主要是本期销量增加所致。

（3）税金及附加：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33.51%，主要是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增加所

致。

（4）其他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103.88%，主要是取得政府补贴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57.60%，主要是对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减少所

致。

（6）营业外收入：本期比上年同期下降86.08%，主要是本期其他收入减少所致。

（7）营业外支出：本期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本期处置报废固定资产损失增加

所致。

（8）所得税费用：本期比上年同期增长49.05%，主要是本期部分亏损公司未计算所得

税费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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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公司部分股份事项：

2017年4月14日，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大西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西洋集

团” ）与四川发展国瑞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瑞矿业” ）签署了《关于四川大

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之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大西洋集团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70,526,255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 ）无偿划转至国瑞矿业。 详情请见公司分别

于2017年3月17日、4月15日、8月19日、11月28日、12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自2017年12月2日收购方

国瑞矿业披露收购报告书以来， 公司已配合国瑞矿业在2017年12月30日至2019年4月22

日期间， 每隔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无偿划转公司部分股

份事项后续进展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本次无偿划转的标的股份尚未办理划出与过户登记手续，公司也未接到相

关方关于本次股份无偿划转的其他新的信息。本次无偿划转标的股份能否顺利完成划出与

过户登记，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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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欣雨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公司代码：

603615

公司简称：茶花股份

茶花现代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558

公司简称：大西洋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123

公司简称：翠微股份

北京翠微大厦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