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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3220

公司简称：贝通信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612

公司简称：索通发展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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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李六兵、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程传颜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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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9,261,036.12 3,057,137,942.35 -8.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518,544,020.42 1,513,694,567.1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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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5,882.46 -107,470,493.12 -8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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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435,633.96 72,517,226.01 212.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849,453.32 -9,575,939.93 150.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3,086,538.35 -9,593,619.67 132.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32 -0.63 增加0.9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1 -0.03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1 -0.03 1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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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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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4,8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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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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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945.43

合计 1,762,9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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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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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六兵 94,149,200 27.87 94,149,200 质押 10,050,00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国信弘盛股权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

25,721,500 7.62 25,721,5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梅漫 16,657,700 4.93 16,657,700 无 境内自然人

北京山证并购资本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106,300 4.47 15,106,3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北京大森国际投资有限

公司

10,759,500 3.19 10,759,50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于力 9,582,800 2.84 9,582,800 无 境内自然人

李云 7,415,900 2.20 7,415,900 无 境内自然人

吴艳琴 7,042,800 2.09 7,042,80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军 6,185,400 1.83 6,185,400 无 境内自然人

曾丹 4,082,800 1.21 4,082,800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旭阳 4,082,800 1.21 4,082,80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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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永生 349,438 人民币普通股 349,438

彭国樑 301,316 人民币普通股 301,316

杨红军 2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

施关祥 194,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600

陈文学 181,870 人民币普通股 181,870

王斌 177,7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700

高修全 174,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400

陈伯思 17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300

王俊怀 161,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800

孟宪珠 15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900

胡煜 15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六兵与梅漫系夫妻关系；股东李云系李六兵

之弟；股东张军系李六兵之外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公司未知其他

社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社会股东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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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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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情况

单位：元

报表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02,193,581.75 920,451,025.31 -34.58%

主要是季节性支付劳务费用和购买

部分理财产品

在建工程 1,173,592.22 837,385.31 40.15% 主要是公司信息化建设投入

预收款项 128,734,909.16 85,812,816.82 50.02% 按合同约定收到预收款

应付职工薪酬 25,434,103.68 48,502,821.09 -47.56% 发放上年末计提的员工奖金

其他应付款 8,755,125.69 24,062,576.43 -63.62%

主要是支付了上市中介费用和信息

披露费用

合并利润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26,435,633.96 72,517,226.01 212.25% 收入规模扩大所致

营业成本 189,870,619.45 61,128,539.44 210.61% 收入规模扩大成本相应增加

管理费用 19,075,552.55 11,631,617.50 64.00%

主要是信息披露媒体费用和增加员

工福利

资产减值损失 -12,314,957.73 -19,702,343.82 37.49%

收回上年应收账款冲减坏账准备所

致

投资收益 1,601,083.04 -990,939.30 261.57%

主要是今年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

增加了投资收益和联营企业盈利水

平提高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1,715,882.46 -107,470,493.12 -87.69%

主要是随着业务规模扩大， 支付

劳务费用金额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0,960,221.71 -2,447,503.96 -10,970.88%

主要是今年利用闲置资金购买了

理财产品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2,171,430.57 108,486,152.51 -111.22% 主要是上年同期向银行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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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六兵

日期 2019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220

证券简称：贝通信 公告编号：

2019-032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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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于2019年4月25日以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于2019年

4月28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

事长李六兵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公

司编制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2、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相

关内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了提高公司生产经营效率，进一步优化日常运作及经营管理工作，经总

经理李六兵先生提名，拟聘任于世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后附），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提名委员会审阅了于世良先生的个人履历等有关材料， 未发现其有

违反《公司法》关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相关规定的情形，亦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2、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4、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附件：于世良先生简历

于世良先生，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北京邮电大

学无线电工程专业毕业。1984年-1992年任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技术员、

副处长；1993年-2004年历任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 第一工程部总工程

师；中国通信建设第四工程局深圳分公司副经理、总经理。 2005年-2006年任

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移动部项目高级经理、项目处处长。 2007年-2008年任

北京中通威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 2009年-2013年任中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 2014年至2019年4月任中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威尔分公司总经理。

于世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

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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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郎光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郝俊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尹华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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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5,114,053.14 5,914,776,334.19 16.0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64,329,482.09 2,440,261,744.31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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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95,005.71 47,364,486.26 -4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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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812,331.31 918,626,346.78 -6.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896,669.57 95,998,779.95 -9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099,049.37 92,927,713.36 -93.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2 3.97 减少3.6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9 -93.1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29 -93.10

公司业绩下滑主要原因说明：

公司情况：报告期内销售价格（含税）同比下降14.42%，环比下降2.8%；

销售成本同比增加1.27%，环比增加4.37%（因重庆锦旗只有焙烧车间，需要

外购生坯，导致成本上升）；毛利同比下降43.36%，环比下降20.77%。

行业情况：因行业内除我公司外，无其他上市公司，故只能在百川咨询提

取相应平均数据。 预焙阳极销售价格来源百川咨询大数据相应期间的每日价

格平均，石油焦价格选用3#焦在相应期间每日价格平均取数，煤沥青价格按

照每日价格平均取数， 原材料价格=石油焦相应期间每日均价*1.13+煤沥青

相应期间每日均价*0.16。

行业报告期内销售价格（含税）同比下降16.16%，环比下降5.4%；原材料

成本（石油焦+煤沥青）同比下降8.72%， 环比下降5.81%

综上所述，公司业绩变动与行业变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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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3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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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4,6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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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1,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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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7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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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4.54

所得税影响额 -436,928.84

合计 1,797,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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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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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光辉 158,124,730 46.47 158,124,73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瑞合作基金 20,599,305 6.05 0 未知 0 其他

上海科惠股权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7,489,706 2.20 0 未知 0 其他

吴红心 4,044,442 1.19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陈翔 3,947,980 1.1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庄梦（ying） 3,607,200 1.06 0 未知 0 境内自然人

上海熙晨投资企业 （有限合

伙）

3,340,915 0.98 0 未知 0 其他

上海浦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2,995,881 0.88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杭州胜辉投资有限公司 2,995,881 0.88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山东德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95,881 0.88 0 质押 2,995,881

境内非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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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瑞合作基金 20,599,305 人民币普通股 20,599,305

上海科惠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489,706 人民币普通股 7,489,706

吴红心 4,044,442 人民币普通股 4,044,442

陈翔 3,947,980 人民币普通股 3,947,980

庄梦（ying） 3,6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7,200

上海熙晨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340,915 人民币普通股 3,340,915

上海浦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95,881 人民币普通股 2,995,881

杭州胜辉投资有限公司 2,995,881 人民币普通股 2,995,881

山东德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995,881 人民币普通股 2,995,881

厦门创翼德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26,645 人民币普通股 2,326,64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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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731,979,660.34 467,308,542.28 56.64%

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减少

及重庆锦旗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纳

入合并范围内导致增加。

其他应收款 9,446,159.70 3,524,455.44 168.02%

主要系支付中介机构可转债款增加以及

重庆锦旗公司其他应收款纳入合并范

围。

在建工程 2,331,268,373.68 1,762,124,824.92 32.30%

主要系“索通齐力年产30万吨预焙阳极

及余热发电项目” 、“山东创新生产线建

设项目一期” 和嘉峪关索通54室焙烧

炉节能改造项目投入所致。

预收款项 46,001,632.82 2,396,749.12 1,819.33% 主要系预收国外客户货款。

应付职工薪酬 14,095,301.12 41,237,597.63 -65.82%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26,088,231.11 9,213,554.47 183.15%

主要系将重庆锦旗公司应交税费纳入合

并范围。

其他应付款 77,311,492.52 43,999,554.80 75.71%

主要系将重庆锦旗公司其他应付款纳入

合并范围。

长期借款 1,078,333,238.18 628,754,857.22 71.50%

主要系 “山东创新生产线建设项目一

期”项目贷款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504,423,434.63 386,553,991.17 30.49%

主要系重庆锦旗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少数

股东权益增加。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8,377,056.38 12,519,983.75 -33.09%

主要是本期缴纳增值税减少， 导致相关

的税金及附加减少。

研发费用 11,066,336.44 8,315,506.89 33.08% 主要系本期增加了研发投入。

资产减值损失 12,296,451.51 -104.45%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同比

减少影响和预期信用损失率降低。

信用减值损失 -546,,881.92 不适用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上期无列报数据。

所得税费用 2,725,822.50 25,564,033.47 -89.34% 主要系本期营业利润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8,795,005.71 47,364,486.26 -414.15%

主要系本期销售相关的银行承兑汇票贴

现减少以及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01,156,615.76 -214,031,561.95 180.87%

主要系“索通齐力年产30万吨预焙阳极

及余热发电项目” 、“山东创新生产线建

设项目一期” 、以及“嘉峪关索通预焙阳

极有限公司54室焙烧炉节能改造项目”

投入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9,722,849.77 256,423,778.40 172.88%

主要系 “山东创新生产线建设项目一

期”项目贷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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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郎光辉

日期 2019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612

证券简称：索通发展 公告编号：

2019-023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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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非交易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司

控制权变更。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通发展” 或“公司” ）于2019年3

月2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郎光辉先生的通知，郎光辉先生已与

王萍女士签订《一致行动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等相关文件，并就离婚及公司股

份分割等相关事项作出安排。 公司已于2019年3月28日在上交所网站披露

《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郎光辉先生持有公司158,124,7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47%。 根据

郎光辉先生与王萍女士签订的《离婚及上市公司股份分割协议》，郎光辉先生

将其持有的公司56,053,012股股份转至王萍女士名下。

2、股份分割后，郎光辉先生持有公司102,071,71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30%；王萍女士持有公司56,053,01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47%。

3、本次股份的变动将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非

交易过户办理。

4、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公

司控制权变更。

5、鉴于郎光辉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王萍女士承诺就其本次取得的索通发展股份，将继续履行郎光辉先

生作出的股份锁定、减持等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进展情况

截至公告日，郎光辉先生股份分割的过户登记手续尚未办理完毕。有关本

次权益变动的后续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存在导致

公司控制权不稳定的情形，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和发展前景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

2019-046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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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白宝鲲、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邹志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庞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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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177,553.29 610,200,599.91 31.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740,098.96 -29,278,901.60 12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4,958,569.96 -33,294,602.50 114.8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27,656,165.54 -309,060,195.51 -6.0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12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9 12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5% -1.13%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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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81,922,883.86 4,029,658,072.67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95,385,849.54 2,755,406,125.21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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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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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8,077.97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201,902.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091.1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806,068.34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8,159.4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2,250.32

合计 1,781,529.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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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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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宝鲲 境内自然人 35.39% 113,789,676 85,342,257

闫桂林 境内自然人 8.78% 28,215,135 21,161,351

陈平 境内自然人 7.43% 23,874,345 17,905,759

白宝萍 境内自然人 7.43% 23,874,345 17,905,759

王晓丽 境内自然人 4.05% 13,022,370 9,766,777

东莞市坚信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4,964,956 0

东莞市幸源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4% 4,964,956 0

白宝鹏 境内自然人 1.50% 4,823,1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

一三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9% 4,786,753 0

殷建忠 境内自然人 1.13% 3,617,325 2,712,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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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宝鲲 28,447,419 人民币普通股 28,447,419

闫桂林 7,053,784 人民币普通股 7,053,784

陈平 5,968,586 人民币普通股 5,968,586

白宝萍 5,968,586 人民币普通股 5,968,586

东莞市坚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964,956 人民币普通股 4,964,956

东莞市幸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964,956 人民币普通股 4,964,956

白宝鹏 4,823,100 人民币普通股 4,823,1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4,786,753 人民币普通股 4,786,753

王晓丽 3,255,593 人民币普通股 3,255,593

东莞市坚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847,757 人民币普通股 2,847,75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股东中，白宝鲲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白宝鲲与白宝萍为兄妹关系，白宝鲲与

白宝鹏为兄弟关系，白宝鲲的弟弟白宝鹏的配偶为陈平之妹；殷建忠配偶之父与

白宝鲲之父系兄弟关系。 白宝鲲实际控制坚信实业、幸源实业、坚守实业。 除此以

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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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账款较期初数增加60.93%，主要系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较期初数增加62.17%，主要系联营企业借款所致。

3、在建工程较期初数增加281.16%，主要系厂房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4、短期借款较期初数增加1180.28%，主要系借款及票据贴现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较期初数减少38.71%，主要系支付上年年终奖所致。

6、应交税费较期初数增加87.12%，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7、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数减少96.39%，主要系待转销项税金减少所致。

8、库存股较期初数增加100%，主要系回公司购股份所致。

9、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31.30%，主要系销售业绩增加所致。

10、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216.35%，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对应税金计

提增加所致。

11、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44.92%，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12、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5.82%， 主要系票据贴现增加利息费用所

致。

13、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73.53%，主要系应收账款增加，计提坏

账增加所致。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627.07%，主要系对厂

房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2959.34%，主要系借款

及贴现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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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

意公司在河南省卫辉市后河镇投资建设“坚朗五金华北生产基地” ，项目用地

选址地位于卫辉市后河工业园区，该地块总面积约222亩（实际面积以挂牌出

让面积为准，但不得少于220亩）。 报告期间，公司以2,017万元人民币竞得编

号为卫辉市网挂告字（2019）01-1号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于2019

年3月4日与卫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卫辉市公共交易管理中心签署《成交确

认书》；

2、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签订《项目投资意向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东莞市塘厦镇投

资建设“塘厦坚朗五金增资扩产项目” ，项目用地选址地位于东莞市塘厦镇，该

地块总面积约83.3亩。 报告期间， 公司以7,649万元人民币竞得地块编号为

2019WT018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并于2019年3月28日与东莞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签署《成交确认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对外投资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

2019年03月06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

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4）

2019年03月30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进

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8）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19年1月22

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19年1月29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

号：2019-007）。 根据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司于2019年2月1日披露了《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9）、2019年2月21日披

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2）、2019年3

月2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13）。 2019年4月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并于2019年4月3日披露了《关于调

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0），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9年4月1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股份数量6,929,42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16%，最高成交价为15.63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11.61元/股， 成交总金额93,621,990.72元 （含交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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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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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告编号：

2019-044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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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白宝鲲先生

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9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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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议案表决情况：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

2019-045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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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9日以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尚德岭主持，应出

席会议监事3人， 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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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