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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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忠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潘国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汪安乐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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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40,043.89 186,633,024.81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556,890.14 -18,773,435.26 1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101,770.52 -20,720,077.55 110.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37,231.21 -31,801,730.35 36.0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3 -0.0226 118.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3 -0.0226 118.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7% -1.98%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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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881,211.75 1,111,240,612.41 -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949,513,026.18 949,406,035.2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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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5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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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5,493.7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59.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490,957.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69.14

合计 1,455,11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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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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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61% 163,190,000 质押

123,190,

000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0% 35,748,781 质押 8,450,000

黄伟国 境内自然人 3.05% 25,350,000 质押

25,350,

000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4% 22,000,000

林其铭 境内自然人 0.54% 4,474,500

袁永林 境内自然人 0.51% 4,203,000

王钰 境内自然人 0.44% 3,683,389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35% 2,901,100

丁小飞 境内自然人 0.30% 2,521,700

王震雷 境内自然人 0.30% 2,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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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 163,1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190,

000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35,748,781 人民币普通股

35,748,

781

黄伟国 25,3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50,

000

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

000

林其铭 4,474,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74,500

袁永林 4,203,000 人民币普通股 4,203,000

王钰 3,683,389 人民币普通股 3,683,389

法国兴业银行 2,9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1,100

丁小飞 2,521,7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1,700

王震雷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同时拥有黄伟国先生

委托的3.05%股份表决权。故此三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发现其余股东存在关

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上海国骏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2,760,000股，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27,298,781股， 袁永林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640,000

股，王钰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3,683,3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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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1,713,247.01 108,843,715.24 -34.11% 主要系收到票据款及销售回款

预付款项 37,377,304.41 18,717,579.23 99.69%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0,341,244.02 6,504,121.41 59.00% 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

其他非流动资产 6,845,838.80 3,273,115.00 109.15% 主要系预付设备款增加

预收款项 1,034,674.66 1,677,663.90 -38.33% 主要系预收客户款在本期实现销售

应付职工薪酬 4,665,505.41 17,427,524.23 -73.23%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年终奖在本期发放

应交税费 3,954,038.53 6,621,272.11 -40.28%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增值税等税金在本

期缴纳

2、利润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2,261,580.59 8,647,132.27 -73.85%

主要系本期无公司债利息、担保费等债券

相关费用支出

资产减值损失 -1,490,374.05 -56,105.44 -2556.38%

主要系应收账款减少本期计提的坏账准

备相应减少

其他收益 1,745,493.75 1,218,053.75 43.30%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所得税费用 1,729,853.47 -4,087,356.72 142.32%

主要系本期经营业绩较好产生的所得税

费用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37,231.21 -31,801,730.35 36.05% 主要系销售回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0,940.33 -334,415,321.79 98.59% 主要系本期理财产品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60.52 -88,049,050.79 99.92%

主要系本期没有发生债券利息

及偿还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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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变更 2019年01月21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01

修订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2019年0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02

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2019年0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公告编号201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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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年1-6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500 至 800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52.90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通过优选客户、提高订单质量、加强成本费用管控等多种措施，取得

较好的经营业绩。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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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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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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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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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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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3日以邮件

和电话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8人，其中，现场实到7人，分别为董事王忠辉先生、谢国忠

先生、谢俊先生、潘国正先生、独立董事卢侠巍女士、罗会远先生和许光清女士；以通

讯形式参加1人，为董事杨世滨先生，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忠辉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

董事讨论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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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公司刊登于2019年4月29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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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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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3日以邮件

和电话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本

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云霞女士召集并

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认真审核，公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同意报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详见公司刊登于2019年4月29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二、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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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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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董事赵红光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其由于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赵红光先生本次辞职

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赵红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应履

行而未履行的任何承诺。

此次赵红光先生辞去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

响董事会的依法规范运作。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赵红光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公司将尽快按照法定程序

完成公司董事的补选工作。

赵红光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赵红光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职的工作和为公司发展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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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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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龙学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曾伟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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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60,271.61 30,574,460.20 138.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657,671.17 6,178,042.20 -482.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6,195,491.66 5,153,124.39 -608.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1,496,233.72 -79,466,256.44 -2.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75 0.0072 -481.9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75 0.0072 -481.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 0.1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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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1,472,461.15 2,463,870,583.60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37,672,952.07 2,164,085,330.07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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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2,7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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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58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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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097.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4,611.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5

合计 2,537,82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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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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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祥彬 境内自然人 15.31% 131,663,019 130,990,846 质押 131,659,296

杭州鼎龙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3.76% 118,290,557 质押 118,290,557

汤攀晶 境内自然人 4.55% 39,096,410 13,779,528

付强 境内自然人 3.30% 28,400,062 质押 28,399,995

广州丽鑫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6% 22,880,480

上海富尔亿影视

传媒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7% 20,400,000

湖州中植泽远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15,613,582 质押 15,613,582

湖州融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15,612,412 质押 15,612,412

湖州泽通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2% 15,612,412 质押 15,612,412

朱群 境内自然人 1.75% 15,042,927 6,017,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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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鼎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18,290,557 人民币普通股 118,290,557

付强 28,400,062 人民币普通股 28,400,062

汤攀晶 25,316,882 人民币普通股 25,316,882

广州丽鑫投资有限公司 22,880,480 人民币普通股 22,880,480

上海富尔亿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20,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00,000

湖州中植泽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5,613,582 人民币普通股 15,613,582

湖州融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612,412 人民币普通股 15,612,412

湖州泽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5,612,412 人民币普通股 15,612,412

黄巍 9,861,574 人民币普通股 9,861,574

朱群 9,025,867 人民币普通股 9,025,8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湖州中植泽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湖州融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湖州泽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郭祥彬将其持有的131,663,

019股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委托给杭州鼎龙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行使。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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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余额/本期金额 年初余额/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长期股权投资 172,206,394.57 330,890,704.46 -47.96% 主要是子公司退出投资项目所致

其他应收款 82,960,103.55 36,916,066.00 124.73%

主要是子公司退出投资项目待回

收投资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6,606,379.65 20,028,380.72 -67.01%

主要是报告期支付上年度绩效工

资及部分员工补偿款所致

应交税费 909,201.47 16,241,845.19 -94.40%

主要是报告期缴纳上年度所得税

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5,315,741.45 8,070,448.28 -34.13%

主要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影

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 177,930,663.50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将“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项目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68,627,858.98 0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将“可供出

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项目所致

营业收入 73,060,271.61 30,574,460.20 138.96% 主要是游戏业务收入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45,696,553.47 3,544,451.71 1,189.24% 主要是游戏业务成本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5,224,234.27 3,373,768.30 54.85%

主要是游戏业务推广费用增加所

致

管理费用 40,492,860.84 12,961,339.74 212.41% 主要为中介机构费用等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452,232.04 -487,423.38 197.94% 主要为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92,778.53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将“资产减

值损失” 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2,599,509.20

主要是会计政策变更，将“资产减

值损失” 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

项目所致

投资收益 -865,453.97 -536,359.54 61.36%

主要为处置股权转让，同时结转当

期投资收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294,121.86 1,307,057.51 -77.50% 主要是本期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24.63 94,280 -99.97% 主要是本期无对外捐赠

营业利润 -24,373,345.07 3,893,059.06 -726.07%

主要为报告期内管理费用阶段性

增加所致

利润总额 -24,079,247.84 5,105,836.57 -571.60%

主要为报告期内管理费用阶段性

增加所致

净利润 -24,079,247.84 5,727,630.35 -520.41%

主要为报告期内管理费用阶段性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10,914,940.24 -7,291,899.00 1,621.07%

主要为子公司退出投资项目回投

部分投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2,124.98 0

主要为本期支付银行借款利息所

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489,408,074.88 780,719,581.52 -37.31%

主要为管理费用及影视、游戏业务

成本费用支出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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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控制权已发生变更，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障公司有效决策和平稳发展，报告

期内，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管理层完成了改组。 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补选龙学勤

先生、龙学海先生、杨芳女士、王小平先生、凌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补选何兴

强先生、汤胜先生、张需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补选李斌先生、黄义伟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定聘

任王小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曾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上述治

理结构和管理结构的完善与优化，有利于公司引入优势资源，提升公司的经营活力和经营预期，

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2、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资子公司退出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梦幻星生园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幻星生园” ）的业务发展需要，梦幻星生园与东阳曼荼罗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东阳曼荼罗” ）及其全体股东签署了解除投资协议，梦幻星生园决定退出对东

阳曼荼罗的投资并收回全部投资款（人民币1.5亿元）及相关利息。截至报告期末，东阳曼荼罗已

按协议约定向梦幻星生园退还了投资款部分本金8,000万元并支付了全部投资款1.5亿元对应

的相关利息， 剩余本金7,000万元及相关利息将由东阳曼荼罗根据其实际情况在协议生效一年

内分期退还。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补选龙学勤先生、 龙学海先

生、杨芳女士、王小平先生、凌辉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补选何兴强先

生、汤胜先生、张需聪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补选李斌先生、黄义伟先生

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019年0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6）

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临时）会议聘任王小平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曾伟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2019年01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公告》（公号编号：2019-012）

公司全资子公司梦幻星生园拟退出对东阳

曼荼罗的投资并收回全部投资款 （人民币

1.5亿元）及相关利息。

2019年01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退出投资项目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公号编号：2019-014）

2019年0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号编号：2019-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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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

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

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股票 66,558,907.50 -1,277,938.72 6,655,530.00 58,625,438.78

出售资产换

股取得

其他 111,371,756.00

110,002,

420.20

自有资金

合计 177,930,663.50 -1,277,938.72 0.00 0.00 6,655,530.00 0.00

168,627,

858.98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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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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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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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39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5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

及相关人员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龙学勤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

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实际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文化 公告编号：

2019-040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在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15日以通讯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斌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

议：

1、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公告。

特此公告。

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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骅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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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高庆寿、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静及会计机构负

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孟军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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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5,810,076.18 1,015,033,028.69 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223,189.70 75,755,284.62 0.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75,097,190.00 75,783,684.13 -0.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2,816,927.13 -73,315,286.57 176.6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32 0.0827 0.6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32 0.0827 0.6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6% 1.57%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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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4,819,854.61 6,749,964,761.16 -4.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177,165,770.01 5,100,942,580.31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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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9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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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666.6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95,271.4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47,669.95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9,921.8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49,588.13

合计 1,125,999.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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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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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89% 338,037,105 143,157,792 质押 253,381,821

深圳市大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88% 72,175,687 72,175,687 质押 72,175,687

拉萨市云房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2% 65,235,571 65,235,571 质押 42,000,000

共青城互兴明华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10% 65,050,995 65,050,995 质押 65,050,995

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2% 24,000,000 0 质押 24,000,000

五叶神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 20,665,839 15,671,641 0

深圳传承互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 13,403,889 12,562,189 质押 12,562,189

太平洋证券-平安银行-太平洋证

券共赢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6% 12,437,810 12,437,810 0

陈德林 境内自然人 1.32% 12,136,500 0 0

钟俊 境内自然人 1.26% 11,537,5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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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4,879,313 人民币普通股 194,879,313

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 2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0

陈德林 12,13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36,500

钟俊 11,5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37,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保德信中国制造

2025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158,312 人民币普通股 8,158,312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建信

基金公司股票型组合

7,241,776 人民币普通股 7,241,776

深圳市前海鼎华投资有限公司 6,242,688 人民币普通股 6,242,688

建信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建信

基金股票型组合

5,235,300 人民币普通股 5,235,300

五叶神投资有限公司 4,994,198 人民币普通股 4,994,198

珠海横琴易简共赢贰号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4,672,389 人民币普通股 4,672,38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北长兴物资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深圳大田投资有限公司与拉萨市云房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共青城互兴明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传承互兴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公司上述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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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

金额）

年初余额（或上年

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87,164,571.15 261,087,765.12 -66.61% 本期预付材料采购款办理结算

无形资产 275,051,174.31 193,101,700.17 42.44%

本期深圳云房募投外购的软件及数据验收合

格转无形资产资本化产生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7,940,000.00 -100.00%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940,000.00 -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1,197,200.00 -100.00% 本期期货出售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43,982,111.60 600,170,645.55 -42.69% 主要是货款到期支付

应付职工薪酬 60,031,627.62 86,817,179.47 -30.85% 本期发放部分薪酬

应交税费 44,703,303.24 78,039,305.32 -42.72% 本期缴纳各项税费

营业税金及附加 3,775,212.53 7,904,065.86 -52.24%

本期深圳云房缴纳增值税减少，相应附加税减

少

销售费用 7,882,871.83 4,694,131.54 67.93% 本期云房销售费用增加

研发费用 11,177,277.60 7,145,574.39 56.42% 本期深圳云房研发投入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470,967.19 -6,729,771.82 -93.00% 本期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增加

投资收益 1,595,271.40 178,436.11 794.03%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产生的收益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816,927.13 -73,315,286.57 -176.64%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减少，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388,449.46 -36,219,642.57 43.71%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

的现金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805,513.73 123,171,883.88 -70.93%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债还借款支付的现

金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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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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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本

本期公允价值

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金

额

累计投资收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期货 6,453,200.00 1,220,000.00 22,800.00 0.00 6,476,000.00 21,300.15 0.00 自有资金

合计 6,453,200.00 1,220,000.00 22,800.00 0.00 6,476,000.00 21,300.15 0.00 --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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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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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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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庆寿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