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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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董事长贾锐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事、副总经理王旭先生及会计机构

负责人财务部部长徐宁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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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10,815,523.29 30,928,729,156.92 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9,637,201,893.91 28,246,006,325.14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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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8,515,467.82 499,748,735.32 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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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4,401,240.91 2,280,746,766.58 21.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91,195,568.78 1,017,912,080.05 36.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43,298,265.65 1,017,922,934.36 31.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1 3.97 增加0.8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72 0.53 35.85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72 0.53 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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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682.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756.2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47,968,498.00

所得税影响额 23,731.63

合计 47,897,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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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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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026,177,895 53.25 833,482,051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5,913,337 17.43 无 其他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616,668 2.99 未知 国有法人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

公司－客户资金(交易所)

19,462,901 1.01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9,232,500 1.0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6,500,073 0.86 未知 其他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 （亚洲）

有限公司－安本环球－中国

A股基金

15,470,192 0.80 未知 其他

汇添富基金－兴业银行－上

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5,175,000 0.79 未知 其他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14,739,786 0.76 未知 其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00,000 0.66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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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5,913,337 人民币普通股 335,913,337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92,695,844 人民币普通股 192,695,84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7,616,668 人民币普通股 57,616,668

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交易

所)

19,462,901 人民币普通股 19,462,90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2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32,5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6,500,073 人民币普通股 16,500,073

安本标准投资管理 （亚洲） 有限公司－安本环

球－中国A股基金

15,470,192 人民币普通股 15,470,192

汇添富基金－兴业银行－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15,1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75,000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14,739,786 人民币普通股 14,739,78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不属于《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也不存在关联关系；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新丝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于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也未知其关联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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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预付款项 8,935,836.89 18,945,175.47 -52.8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800,000.00 -

应付职工薪酬 310,141,808.74 504,846,965.07 -38.57%

应交税费 438,655,102.54 709,755,298.51 -38.20%

其他应付款 880,541,882.03 614,938,112.76 43.19%

1）预付款项同比减少主要是期初预付电费等费用结算转入公司当期成本所致；

2）本期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主要是由于公司会计核算方法变化，对上海民航华东凯亚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的投资采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应付职工工资所致；

4）应交税费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支付了应付未付税金所致；

5）其他应付款同比增加主要是本期尚未支付的场地、资产租赁费同比增加所致。

3.1.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税金及附加 1,483,265.08 7,669,021.58 -80.66%

销售费用 60,734.98 177,302.86 -65.75%

投资收益 301,251,792.60 216,450,941.85 39.18%

资产处置收益 -109,682.78 - -

所得税费用 380,362,245.92 281,263,264.71 35.23%

1）税金及附加同比减少主要是公司应交教育费附加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同比减少所致；

2）销售费用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子公司经营成本同比减少所致；

3） 投资收益同比增加主要是对上海民航华东凯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的投资会计核算方法变

化，采用长期股权投资核算增加当期损益以及相关投资企业效益同比增加所致；

4）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主要是本期处置到期报废资产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5）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主要公司经营效益同比大幅增长，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加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988,573.13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250,000,000.00 -

1）本期无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主要是本期无投资企业现金分红所致；

2）本期无投资支付的现金主要是本期无对外股权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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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工程项目的议案。

报告期内，该项目实际投入金额8.17亿元，截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78.07亿元，项目所需

资金为公司自筹。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日上免税行（上海）有限公司签订了《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免税店项目经营权转让合同》， 合同的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2019年至2025年营

业收入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8日披露的《关于签订特别重大合同的公

告》（临2018-028）。 报告期内，合同履行情况正常，实现营业收入10.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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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锐军

日期 2019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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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广实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周世虹

1.3� �公司负责人王厚良、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刘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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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417,788,462.88 75,546,003,325.67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24,369,119.13 9,055,557,245.94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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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317,877.80 -161,682,680.72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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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0,728,197.09 7,382,935,775.97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198,619.31 109,637,714.25 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838,431.32 107,211,107.31 -2.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8 1.37 减少0.3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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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2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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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3,097.8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716,064.52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890,078.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28,953.4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217.00

所得税影响额 -1,784,444.07

合计 5,360,1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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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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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56,265,118 32.32 556,265,118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

员工持股计划

92,697,247 5.39 92,697,247 无 0 其他

安徽高新毅达皖江产业发展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73,394,494 4.26 73,394,494 无 0 未知

凤台县永幸河灌区管理处 36,192,922 2.10 0 无 0 国有法人

安徽省盐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522,935 1.60 27,522,935 无 0 国有法人

金寨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5,024,897 1.45 4,587,155 无 0 国有法人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24,535,497 1.43 0 无 0 未知

安徽高新金通安益二期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22,935,779 1.33 22,935,779 无 0 未知

邓兆强 19,570,480 1.1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安徽省铁路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18,348,623 1.07 18,348,623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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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台县永幸河灌区管理处 36,192,922 人民币普通股 36,192,922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24,535,497 人民币普通股 24,535,497

金寨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437,742 人民币普通股 20,437,742

邓兆强 19,570,480 人民币普通股 19,570,480

谢演灵 11,910,937 人民币普通股 11,910,937

安徽国贸联创投资有限公司 7,170,600 人民币普通股 7,170,600

张昌洪 5,5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590,000

陆宝仙 4,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0,000

谢志强 3,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20,000

谭运由 3,450,240 人民币普通股 3,450,2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前十名其他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本

公司未知前十名中其他无限售条件的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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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资产负债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名称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

例（%）

情况说明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0 53,056,208.82 -100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其他非流动金融

资产

53,056,208.82 0 --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调整所致

在建工程 16,947,513.01 7,232,042.29 134.34

主要募集资金用于检测大厦、重点实验室建

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83,465,613.60 317,881,949.11 -42.28 主要系发放职工薪酬较多所致

应付债券 1,250,000,000.00 750,000,000.00 66.67 本期新增发行中期票据5亿元所致

3.1.2利润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利息费用 205,664,302.89 130,189,426.57 57.97

主要系贷款余额增加借款利息支出增长所

致

利息收入 172,375,415.65 22,082,114.10 680.61

主要系金融资产模式核算PPP项目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25,446,761.55 -67,096,868.25 86.96

主要系应收款款减少形成减值准备转回所

致

其他收益 219,483.27 150,000.00 46.32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141,462.27 9,156,491.18 -43.85

主要系本期确认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收益

减少所致

对联营企业和合

营企业的投资收

益

3,251,383.49 6,570,258.34 -50.51

主要系本期确认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收益

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602.93 570,278.11 -100.46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5,700,343.47 1,285,977.39 343.27 主要系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983,442.38 2,049,430.02 45.57 主要支付项目违约金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2,924,148.87 -1,754,156.38 -266.70 主要系投资的项目本期有净利润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后净额

-2,853,266.13 -4,183,728.64 -31.80 主要系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影响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说明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279,317,877.80 -161,682,680.72 1309.75

主要系本期新购土地支出1.8亿元

和支付工程建设支出较多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0 309,800.36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有资产处置现金

流入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86,917,712.46 42,308,582.20 105.44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88,808,381.30 45,204,615.40 96.46 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增加。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50,000,000.00 750,000,000.00 -93.33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16,329,398.36 802,229,611.79 -85.50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7,521,017.06 -757,024,996.39 -96.36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减少。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4,190,000.00 450,850,600.00 -87.9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减少所致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

收到的现金

54,190,000.00 150,850,600.00 -64.08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减少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6,416,152,176.86 3,836,013,755.04 67.26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970,342,176.86 4,786,864,355.04 45.61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

投资减少及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

致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6,462,144.00 87,258,828.70 -92.59

主要系本期融资租赁支付减少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307,217,535.61 1,283,581,638.74 157.66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3,148,430.88 -7,145,669.78 -55.94 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997,230,209.87 357,728,291.85 178.77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及购买

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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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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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厚良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证券简称：安徽水利 证券代码：

600502

编号：

2019-021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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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工程施工业务新签订合同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亿元

2019年第一季度 2019年全年累计

新签合同 同比增长（%） 新签合同 同比增长（%）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房建工程 10 10.78 -72.22 -67.93 10 10.78 -72.22 -67.93

基建

工程

水利工程 2 1.07 -75.00 -92.44 2 1.07 -75.00 -92.44

港航工程 2 2.80 -- -- 2 2.80 -- --

市政工程 3 8.84 -66.67 -53.59 3 8.84 -66.67 -53.59

公路桥梁 10 46.24 -9.09 -20.51 10 46.24 -9.09 -20.51

其他工程 0 0 -100.00 -100.00 0 0 -100.00 -100.00

合计 27 69.71 -61.43 -36.23 26 45.66 -61.43 -36.23

二、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新签合同金额较大工程情况如下：

序号

本公司或公司

子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万元)

1

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

有限公司

蒙城县G237及S305蒙城绕城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PPP项目 240,582.39

2 畅通二环（西二环-合武铁路）工程2标段 73,331.26

3 合安高速郭河道口连接线（郭柯路）工程施工 44,350.89

4

安徽省路港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

G329合相路塘林至双枣改建工程02标 40,884.13

5

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

司

S442(秦岭大道-S247)改建工程一标段 35,078.94

6

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G3W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池州至祁门段 （石台互通至项目终

点）路基工程-CQ-11标段

44,438.39

特此公告。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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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宋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云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贾园波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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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22,824.86 149,610,740.89 -78.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129,624.18 12,752,804.90 -31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5,350,171.12 12,743,856.96 -298.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26,973,189.37 -158,433,028.58 -295.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79 0.0176 -315.3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79 0.0176 -315.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4% 0.27%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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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8,761,925.56 6,640,256,217.66 -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49,894,414.36 5,088,578,238.54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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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70.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20,194.08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50.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90,019.77

合计 -1,779,45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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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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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力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90% 113,841,309 0

质押 113,840,588

冻结 113,841,309

富德生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60% 111,649,909 111,649,909

西藏金宝藏文

化传媒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38% 52,816,457 52,816,457 质押 39,600,000

西藏九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64% 47,516,300 47,516,300 质押 47,509,995

石河子无极股

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2% 38,085,201 38,085,201 质押 37,999,995

新疆嘉梦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31% 37,990,695 37,990,695 质押 12,540,000

西藏金桔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8% 31,390,123 31,390,123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四组合

其他 2.24% 16,009,920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零组合

其他 1.05% 7,528,164 0

沈奇辉 境内自然人 0.78% 5,56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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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3,841,309 人民币普通股 113,841,30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四组合 16,009,92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9,920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7,528,164 人民币普通股 7,528,164

沈奇辉 5,560,677 人民币普通股 5,560,677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陕国投·聚宝盆98号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4,0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9,000

沈奇迪 3,864,200 人民币普通股 3,864,200

马高峰 1,859,7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9,700

郭嘉鉴 1,811,822 人民币普通股 1,811,822

沈若兰 1,754,389 人民币普通股 1,754,389

黄美连 1,563,769 人民币普通股 1,563,76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聚宝盆98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为一致行动人； 西藏金宝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新疆嘉

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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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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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1,522,824.86 149,610,740.89 -78.93%

本报告期影视收入较

上年同期减少11,807

万元

营业成本 4,698,407.59 95,396,867.10 -95.07%

本报告期影视成本较

上年同期相应减少

销售费用 1,407,620.38 1,276,439.96 10.28%

管理费用 52,936,835.60 45,114,815.85 17.34%

财务费用 -695,245.56 -1,638,079.79 57.56%

本报告期利息收入较

上年减少30万元，贷款

利息较上年同期增加

63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26,973,189.37 -158,433,028.58 -295.73%

本报告期支付的影视

项目分账款较上年同

期增加29,250万元；代

扣代缴影视项目其他

投资方税金较上年同

期增加17,750万元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6,389,836.75 -25,656,557.59 -587.50%

本报告期有支付舟山

嘉文喜乐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股

权投资款1.75亿元；上

年同期有支付收购摩

天轮最后一期款2,500

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2,820,487.50 -27,600,000.00 617.47%

本报告期收到融资租

赁款1亿元和银行贷款

6,000万元；上年同期

有支付回购第二期股

权激励款2,760万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660,542,538.62 -211,689,586.17 -212.03% 上述各项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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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于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暨重大合同进展的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电影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书〉》的议案。 公司与东阳长生天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世纪长生天影业（北京）有限公司签署《电影项目合

作框架协议书》，三方就电影项目《封神三部曲》开展合作（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重大合同公告》，

公告编号：2017-014）。

2018年9月5日，《封神三部曲》已正式开机。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对外披露公告。

二、关于公司委托理财的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18,5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详见2018年4月28日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26）。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60,000万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理财产品（详见2018年10月20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

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65）。

报告期内委托理财概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1,400.87 200 0

合计 1,400.87 200 0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的情况。

三、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股份被冻结及信托计划被动减持的情况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1月16日披露《关于股东股份被冻结及解除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经

公司查询，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华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力控股” ）因合同纠纷，所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113,841,309股于2018年12月28日被上海金融法院实施司法冻结。 本次股份被冻结后，华力控股积

极协商处理股份解除冻结事宜，上海金融法院同意对上述股份解除冻结。 2019年1月14日，上述股份解除冻结

相关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披露《关于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0），华力控股所直

接持有的公司股份113,841,309股于2019年1月17日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实施司法冻结。 公司与华力

控股为不同主体，在资产、业务、财务等方面与股东均保持独立，本次股东股份被冻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目前公司经营管理等一切均正常有序进行。 本次股份

被冻结后，华力控股积极采取措施。 截止目前，华力控股正与相关方积极协商。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相关公告。

（二）信托计划被动减持情况

华力控股于2017年6月27日至2018年6月27日通过“陕国投·聚宝盆98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增

持公司股份。 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收到华力控股通知，因市场融资环境紧张，信托计划期限届满，经与信托

计划资金方多次协商延期等处理方法，双方意见未达成一致，信托计划于2019年1月18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3,180,042股， 占公司总股份0.44%（详见2019年1月19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暨可能继续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7）。

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收到华力控股通知， 华力控股与信托资金方未就减持相关事项意见达成一致，信

托资金方于2019年1月23日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2,730,800股，占公司总股份0.38%（详见2019

年1月24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暨可能继续被动减持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9）。

公司于2019年1月25日收到华力控股通知， 华力控股与信托资金方未就减持相关事项意见达成一致，信

托资金方于2019年1月24日至1月25日累计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1,933,100股， 占公司总股份

0.27%（详见2019年1月26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暨可能继续被动减持的提

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1）。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收到华力控股通知， 华力控股与信托资金方未就减持相关事项意见达成一致，信

托资金方于2019年1月29日至1月30日累计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400,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

0.06%（详见2019年1月31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持暨可能继续被动减持的提

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2）。

截止目前，华力控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13,841,309股，通过“陕国投·聚宝盆98号” 证券

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持有公司股份4,029,000股，合计持股117,870,309股，占公司总股本16.46%。 华力控

股累计质押股数为113,840,588股，占公司总股本15.90%；累计被冻结股数为113,841,309股，占公司总股本

15.90%。

四、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中企升亿达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资本” ）和其他有限合伙人共同投资设立舟山嘉木同成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现已更名为舟山嘉文喜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 或“合伙企

业” ），中企资本为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 基金总规模50亿元，其中一期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90,000万元，普

通合伙人中企资本认缴出资总额为100万元， 北京文化作为一般级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为45,000万元，

一期基金剩余额度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向合格投资者募集。 基金的主要投资方向为泛娱乐产业的股权投资以

及优质项目投资。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副董事长娄晓曦先生全权负责该基金一期的设立、 运作等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上《关于拟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2，以及公司2018

年半年度报告第五节“十六、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

（二）进展情况

1、基金已于2018年7月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洋产业集聚区分局颁发的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901MA2A2K1449），并于2018年11月23日取得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

（备案编码：SEK152）。

2、2018年12月21日，经全体合伙人友好协商，基金同意引入海南陵水成荣利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成荣利华” ）作为新的一般级有限合伙人，成荣利华出资24,000万元。 公司与中企资本、成荣利华共同

签署了《舟山嘉文喜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补充协议》（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4日巨潮资讯

网上披露的《关于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

3、截止目前，公司已出资41,000万元。 基金已对外投资多部影视项目，预计项目投资金额80,000万。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对外披露公告。

五、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议案。 本

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亿元（含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

影视剧投资及制作项目（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22日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公告）。

截止目前，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对外进行信息披露。

六、影视作品进展情况

1、电影

作品

（计划）

开拍时

间

（预计）

发行档

期

许可资

质

取得情

况

合作方

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进

度

《流浪地球》 2017.05

2019.02.

05

取得公

映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导演：郭帆

主演：屈楚萧、吴京

已公映

《你是凶手》 2016.05 2019

取得公

映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导演：王昱

主演：宋佳、王千源、冯远征、李九霄

后期制

作

《全民直播》 2017.02 2019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导演：胡茄

主演：张子贤

后期制

作

《成长在明天》 2018 2019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导演/编剧：叶京

后期制

作

《刺猬小子2》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

发

导演：黄健明 筹备中

《时间之外》 2018 待定 待定

投资、宣

发

导演：刘晓世

监制：宁浩、张一白

编剧：邢爱娜

主演：待定

筹备中

《跳舞吧！ 大象》 2018 2019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导演：林育贤

编剧：陈舒

主演：艾伦、金春花

后期制

作

《让我留在你身边》 2018 待定 待定

投资、宣

发

编剧：张嘉佳 筹备中

《特警队》

2018.09.

07

2019

取得拍

摄许可

证

投资、宣

发

导演：丁晟

主演：贾乃亮、凌潇肃、金晨

后期制

作

《749局》

2018.10.

04

2020

取得拍

摄许可

证

投资、宣

发

导演：陆川

主演：王俊凯、苗苗、赵立新

拍摄中

《被光抓走的人》

2018.12.

01

2019

取得拍

摄许可

证

投资、宣

发

导演：董润年

主演：黄渤、王珞丹

拍摄中

《热带往事》

2018.07.

30

2019

取得拍

摄许可

证

投资、宣

发

导演：温世培

监制：宁浩

主演：彭于晏、张艾嘉

后期制

作

《爆水管》 2019.04 待定 待定

投资、宣

发

导演：杨树鹏 筹备中

《妈阁是座城》 2017.08 2019.05

取得公

映

许可证

投资

导演：李少红

编剧：严歌苓、芦苇、陈文强

主演：白百何、吴刚、耿乐、曾志伟、刘嘉

玲、梁天

发行中

《刀背藏身》 2016.07 待定

取得公

映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导演/编剧：徐浩峰

主演：许晴、张傲月

发行中

《两只老虎》

2019.04.

21

待定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李非

监制：赵薇

拍摄中

《诗眼倦天涯》 2018.05 2019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徐浩峰

主演：陈坤、周迅、宋佳等

后期制

作

《岁月忽已暮》 2016.04 2019.07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导演：秦小珍

监制：张嘉辉

主演：张子枫、姜潮、宋威龙

后期制

作

《封神三部曲》 2018.09

2020-2

022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导演：乌尔善

编剧：冉平、冉甲男、乌尔善

拍摄中

《琴操》 待定 待定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监制：乌尔善 筹备中

《大漠行》 待定 待定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监制：乌尔善 筹备中

《封神演义： 龙之

战》

待定 待定

取得拍

摄

许可证

投资、宣

发

导演：乌尔善 筹备中

《大卡司》 待定 待定 待定

投资、宣

发

导演：林育贤

编剧：陈舒

剧本开

发

2、电视剧网剧

作品

（计划）

开拍时

间

（预计）

发行档期

许可资质

取得情况

合作方

式

主要演职人员

项目进

度

《江山不悔》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原著：丁墨

编剧：关展博、刘伽茵

筹备中

《天涯明月刀》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

证

投资 编剧：钱雁秋、刘伽茵 筹备中

《爱归来》 2016.03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王梦继

编剧：张晓芸、李慧善[韩]

主演：权相佑、李念、王耀庆

后期制

作

《极品一家人》 2016.03 待定

取得发行

许可证

摩登视

界

投资

导演：孙皓

编剧：赵犇、黄苇、平平、沈嵘

发行中

《谢家皇后》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

证

投资

原著：越人歌

编剧：墨舞碧歌

筹备中

《爱我就别想太

多》

2019

取得发行

许可证

发行

导演：曹会生、韩杰

编剧：胡平、韩杰

主演：陈建斌、李一桐、潘粤明、张姝、曹

然然、孔千千

发行中

《爱无痕》 待定

取得发行

许可证

发行

导演：尹涛

编剧：马广源

主演：佟丽娅、杨烁、佟大为、关悦、彭冠

英

发行中

《模范生》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

证

投资

编剧：夏添工作室

剧本顾问：蒋雨航

筹备中

《澳门故事》 待定 待定

正在办理

拍摄许可

证

投资

原著：严歌苓

导演：李少红

筹备中

《洪武风云》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编剧：夏添工作室

剧本顾问：蒋雨航

筹备中

《烟花易冷》 2019

取得发行

许可证

发行

导演：谢涛

主演：张雯、刘恩佑、李雅男、秦焰、李天

柱、俞小凡

发行中

《燃情父子》 待定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导演/编剧：刘伽茵

剧本创

作中

《大宋宫词》 2018.06 待定

取得拍摄

许可证

投资

编剧：张永琛及其团队

导演：李少红

主演：刘涛、周渝民等

后期制

作中

《天使的眼睛》 2017.05 2019

投资、发

行

导演：张族权

总制片人：彭晓菁、刘海英

主演：宣璐、王羽铮、杨奇鸣

发行中

《人皇纪》 待定 待定 投资 原著：黄埔奇 筹备中

《大收藏家》 待定 待定 投资 原著：小石浪 筹备中

《逆袭者》 待定 待定 投资 原著：罗晓 筹备中

《神盾的荣耀》 待定 待定 投资

刑侦顾问：李昌钰

文学顾问：阿城

总策划：刘伽茵、刘海英

青年导演团队

筹备中

注：上述经营计划并不代表公司对2019年度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会根据市场情况随时调整，请投资者特别注意。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信托计划被动减

持及股份被冻结的情况

2019年01月16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772961&annou

ncementTime=2019-01-16

2019年01月24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796247&annou

ncementTime=2019-01-24

2019年01月19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782871&annou

ncementTime=2019-01-19

2019年01月24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796246&annou

ncementTime=2019-01-24

2019年01月26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803708&annou

ncementTime=2019-01-26

2019年01月31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814444&annou

ncementTime=2019-01-31

关于公司参与设立股权投资基金的情

况

2019年01月04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708951&annou

ncementTime=2019-01-04

关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的情况 2019年03月22日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0802&an

nouncementId=1205925340&annou

ncementTime=2019-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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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月2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

cn/new/disclosure/detail?

plate=szse&stockCode=000802&

announcementId=1205941489&an

nouncementTime=2019-03-26%

20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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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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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北京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37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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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参与表决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9年第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52.28万元， 同口径比去年同期减少11,808.79万元， 同比减少

78.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2.96万元，同口径比去年同期减少3,988.24万元，同比减少

312.73%。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

表决情况：此议案9名董事同意，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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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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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星期五）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公司三名监事全部参与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2019年第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52.28万元， 同口径比去年同期减少11,808.79万元， 同比减少

78.9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12.96万元，同口径比去年同期减少3,988.24万元，同比减少

312.73%。报告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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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情况：此议案3名监事同意，0名监事反对，0名监事弃权。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公司代码：

60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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