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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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曾智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国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唐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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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8,508,365.24 5,133,824,950.78 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72,851,811.23 2,446,120,860.0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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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27,326.12 -12,074,1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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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871,678.74 789,758,642.96 1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9,202,508.60 39,529,115.84 -26.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49,133.48 37,030,168.74 -25.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1.75% 减少0.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8 0.0891 -26.1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8 0.0891 -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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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9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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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9,717.6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503.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40,382.33

所得税影响额 -530,066.44

合计 1,753,37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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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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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93,762,092 21.14 93,762,092 质押 93,4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江西电线电缆总厂 13,360,085 3.01 13,360,085 未知 国有法人

邓凯元 11,262,068 2.54 11,262,068 质押 11,262,068 境内自然人

朱吉文 8,880,072 2.00 8,880,07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李建华 4,947,565 1.12 4,947,56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叶景肯 3,661,074 0.83 3,661,074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詹美凤 3,522,132 0.79 3,522,13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涂长亮 3,038,143 0.69 3,038,14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叶佩芬 2,918,049 0.66 2,918,04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金洁儒 2,916,648 0.66 2,916,648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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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93,762,092 人民币普通股 93,762,092

江西电线电缆总厂 13,360,085 人民币普通股 13,360,085

邓凯元 11,262,068 人民币普通股 11,262,068

朱吉文 8,880,072 人民币普通股 8,880,072

李建华 4,947,565 人民币普通股 4,947,565

叶景肯 3,661,074 人民币普通股 3,661,074

詹美凤 3,522,132 人民币普通股 3,522,132

涂长亮 3,038,143 人民币普通股 3,038,143

叶佩芬 2,918,049 人民币普通股 2,918,049

金洁儒 2,916,648 人民币普通股 2,916,6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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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预付款项 194,802,081.41 146,961,965.23 32.55%

长期应收款 441,245.48 1,052,824.88 -58.09%

在建工程 6,118,822.59 3,649,140.50 67.68%

应付职工薪酬 8,193,698.89 22,493,324.76 -63.57%

1、预付款项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购买材料预付款增加所致；

2、长期应收款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收到EMC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分期款所致；

3、在建工程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子公司新增生产线改造项目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主要系公司支付了2018年度的年终奖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比例

资产减值损失 6,237,703.93 2,618,933.41 138.18%

资产处置收益 -28,397.53 -116,547.44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 951,604.97 444,713.80 113.98%

所得税费用 -1,114,290.91 1,415,917.90 不适用

其他综合收益 -2,344,918.77 -130,715.10 不适用

1、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2、资产处置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益增加所致；

3、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罚款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4、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本期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5、 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确认联营企业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较上年

同期减少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527,326.12 -12,074,161.58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30,095.35 -7,147,300.61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013,676.41 -76,981,243.49 不适用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398,298.77 -2,031,765.58 不适用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系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托收同比

减少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本期赎回了投资部分本金所

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公司新增借款所致；

4、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系受美元汇率波动影响

所致。

（四）报表相关科目差异说明

本期现金流量表中的“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为555,038,211.79元，与资产负

债表中的“货币资金” 期初数657,445,362.72元不一致，差额产生的原因是：现金和现金等

价物不含超过三个月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98,700,

260.10元， 信用保证金1,803,345.93元， 履约保证金385,196.51元， 保函保证金1,518,

348.39元。

本期现金流量表中的“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为618,656,358.66元，与资产负

债表中的“货币资金” 期末数723,847,038.59元不一致,� 差额产生的原因是：现金和现金

等价物不含超过三个月使用受限制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103,

374,655.94元，信用保证金1,308,662.48元，履约保证金219,196.51元，保函保证金288,

1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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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曾智斌

日 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

2019-037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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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情况无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财会[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和《企业会

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等三项金融工具会计准则；2017年5月2日，

财政部修订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以上四

项合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根据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及执行期限要求，公司对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政策内

容进行调整，并自2019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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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按照财政部“新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企业应当根据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

资产划分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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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

2、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由“已发生

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

3、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做了调整和完善。

4、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进行调整，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

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5、拓宽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范围，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公司的风险管理活动。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

公司对上年同期比较报表数据不进行追溯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

生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情况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一、 重要提示

一.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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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 �公司负责人陈树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文举 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胡林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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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309,908.23 1,887,548,853.90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295,146,270.49 1,255,850,331.86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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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25,267.55 -3,001,8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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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812,062.16 114,667,012.63 119.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9,110,668.50 24,983,559.49 5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0,205,729.06 25,932,589.49 55.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06 2.13 增加0.9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07 57.1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1 0.07 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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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5,889.68 资产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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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231.32 稳岗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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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44.57 债券出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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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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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391.31

合计 -1,095,06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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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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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107,253,904 30.56 0 质押 50,000,000 国有法人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浙金·汇利45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509,917 4.99 0 无 0 未知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7,472,392 4.98 0 无 0 国有法人

山东永道投资有限公司 8,482,134 2.42 0 质押 8,222,13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顾春芹 2,345,600 0.6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杜东元 2,255,911 0.6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何淑明 1,212,400 0.3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强 1,166,5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法国兴业银行 1,153,30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建平 1,140,00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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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107,253,904 人民币普通股 107,253,904

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浙金·汇利45号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7,509,917 人民币普通股 17,509,917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7,472,392 人民币普通股 17,472,392

山东永道投资有限公司 8,482,134 人民币普通股 8,482,134

顾春芹 2,34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5,600

杜东元 2,255,911 人民币普通股 2,255,911

何淑明 1,21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12,400

刘强 1,166,5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6,500

法国兴业银行 1,153,300 人民币普通股 1,153,300

王建平 1,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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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33.36%，主要系销售商品增加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54.40%，主要系承兑到期托收及付购货款所致。

（3）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30.91%，主要系减少采购原材料的预付款项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01.40，主要系工程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5）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360.00%，主要系子公司银行借款所致。

（6）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78.38%，主要系股权转让款支付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119.60%，主要系合并子公司所致。

（2）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增加124.61%，主要系合并子公司所致。

（3）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51.07%，主要系合并子公司所致。

（4）报告期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增加86.72万元，主要系合并子公司所致。

（5）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403.36%，主要系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6）报告期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416.27%，主要系合并子公司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992.53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较大，主要系合并

子公司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0,850.95万元，较上年同期变动较大，主要系

银行理财减少及合并子公司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为3,072.19万元，主要系合并子公司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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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增加变动，

其主要原因是合并子公司（广西田东锦亿科技有限公司）增加了公司利润，因此公司盈利

能力预计将获得较快增长。

公司名称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树常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727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编号：

2019-023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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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

通知》的要求，现将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2019年一季度

产量（吨）

2019年一季度

销量（吨）

2019年一季度

销售金额（元）

化肥 29,520.56 22,726.17 50,349,279.98

原盐 0.00 150,106.71 27,961,141.55

水泥 59,500.07 48,612.67 17,291,742.01

溴素 13.89 53.14 1,566,713.80

甲烷氯化物 57,872.78 46,668.52 107,243,801.38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1、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9年一季度

平均售价（元/吨）

2018年一季度

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率（%）

化肥 2,215.48 2,183.26 1.48

原盐 186.28 186.26 0.01

水泥 355.70 315.42 12.77

溴素 29,482.76 24,065.81 22.51

甲烷氯化物 2,297.99 2,019.98 13.76

2、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19年一季度

平均进价（元/吨）

2018年一季度

平均进价（元/吨）

变动比率（%）

磷矿石 591.40

磷矿粉 524.01 488.07 7.36

原煤 629.27 619.39 1.59

液氨 2,763.05 2,447.64 12.89

焦沫 876.54 1011.45 -13.34

甲醇 2,303.90 2,889.09 -20.26

液氯 137.93 85.47 61.38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无。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数据。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727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编号：

2019-024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田东锦亿科技有限公司

产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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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6日披露了《关于收购

广西田东锦亿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关于收购广西田东锦亿科技有限公司的补充公

告》,公司通过股权转让和增资形式以人民币26,619.96万元获得广西田东锦亿科技有限公

司51%的股权。 前述交易已于2018年12月25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手续。

收购交易涉及的土地、房屋及构筑物产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办理完毕，并取

得《不动产权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600727

股票简称：鲁北化工 编号：

2019-025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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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

（以下简称“鲁北集团” ）拟通过公开挂牌征集程序，以增资扩股的方式进行混合所有制改

革（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31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筹划重大事项停牌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2）、2018年4月11日发布的《关于控股股东拟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暨公

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4））。

2018年9月5日，公司发布公告，鲁北集团增资扩股项目已在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挂

牌起止日期为2018年9月5日至2018年11月5日，并由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组织实施交易。

2018年11月9日，公司发布公告，截止挂牌公告期满，有一家意向投资方汇泰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泰集团” ）提交了投资申请，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拟采取协议转

让方式组织交易。

2019年3月13日，公司发布公告，山东鲁北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杭州锦江集团有限

公司、汇泰集团、鲁北集团于2019年3月8日签署了《增资协议书》。

一、进展情况

2019年4月29日，公司接到鲁北集团通知：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

对鲁北集团所持公司股份间接转让事项进行了批复， 同意鲁北集团所持公司股份间接转

让。

二、后续工作

按照相关规定， 鲁北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仍需履行交易价款支付及工商变更等程序。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山东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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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乔德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声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赵林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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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541,457,348.86 10,689,006,481.90 10,542,416,667.63 7.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091,490,992.73 2,995,992,909.75 2,852,412,360.00 3.1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9,748,420.35 -53,239,822.81 -53,239,82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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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350,721,904.33 252,628,459.82 228,414,759.10 38.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95,362,539.54 80,416,702.03 57,155,885.38 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3,623,652.53 79,719,968.80 56,459,152.15 -7.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13 3.46 2.53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8 0.08 0.05

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电费

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议案》， 同意公司变更有关国家可再生能源补助电费收入确认的会计

政策，并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5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com.hk）披露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执行时，采用追溯调整法。 变更会计政策对以前年度

主要会计科目的影响为：2017年及以前年度营业收入增加人民币 5,742.84�万元，2017�年

及以前年度净利润增加人民币 5,070.28�万元，2017� 年 12� 月 31� 日股东权益增加人民

币 5,070.28�万元,2017�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增加人民币5,438.96� 万元；2018年营业

收入增加人民币8,501.37万元，2018年净利润增加人民币8,249.39万元，2018年12月31日

股东权益增加人民币14,358.05万元，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增加人民币14,658.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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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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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03,3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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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075.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460.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1,964.28

所得税影响额 -256,448.64

合计 21,738,88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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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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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责任公司

501,189,618 43.1614 501,189,618 无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79,480,000 32.6799 0 未知 境外法人

安徽省江淮成长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49,725,295 4.2822 49,725,295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上海中汇金玖投资有限公

司－保利龙马鸿利股权投

资基金 （天津） 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7,889,610 2.4018 27,889,610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国资（香港）有限公司 24,859,792 2.1409 0 无 境外法人

共青城景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918,478 1.8015 20,918,478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北京惠泰恒瑞投资有限公

司

20,917,207 1.8013 20,917,207 无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商龙润环科投资有限公

司

20,000,000 1.7224 20,000,000 质押 20,000,00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黄嘉伟 2,230,100 0.1921 0 无

境内自然

人

莫剑飞 480,000 0.04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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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SCC�NOMINEES���LIMITED 379,480,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379,480,000

北京国资（香港）有限公司 24,859,792 境外上市外资股 24,859,792

黄嘉伟 2,23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0,100

莫剑飞 4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

宋华申 400,7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700

张毅 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

吴坚武 305,1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100

郑水彬 289,9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900

徐燕敏 250,629 人民币普通股 250,629

张淑平 240,04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国资（香港）有限公司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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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为1,484,000,000.00元，较上年末增长73.77%，主要系借款增

加，应付职工薪酬为27,936,875.03元，较上年末下降63.24%，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年奖金

及工资；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为350,721,904.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8.83%，主要系运营项

目增加；营业成本为173,307,660.1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9.57%，主要系运营项目增加及大

修费用增加;财务费用为70,209,074.94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3.69%，主要系借款增加；其它

收益为45,722,841.5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5.87%，主要系天津绿动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收

到2000万元环保奖励资金，其它收益还包括24,385,215.44元增值税退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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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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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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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4月24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

案》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一

季度实际经营情况，编制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公司编制的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其中财务部分未经审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

告》。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靖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备案的议案》

同意对靖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予以备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靖西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广西靖西市投资设立项目公司， 负责靖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投资、

建设及运营，注册资本不超过人民币1.36亿元。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对章丘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章丘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88万元。

因项目建设需要， 同意公司对章丘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5,206

万元。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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