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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1137

公司简称：博威合金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130

公司简称：波导股份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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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谢识才、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显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张玉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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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44,188,461.01 5,397,818,935.36 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545,450,477.99 3,509,210,874.53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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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986,721.00 -89,715,450.43 -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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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8,162,227.20 1,260,314,453.97 4.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0,223,031.07 66,979,846.50 4.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8,575,190.6 62,828,919.18 9.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9% 2.01% 减少0.0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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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6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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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66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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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4,4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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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561.88

合计 1,647,8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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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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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212,714,956 33.91 0 质押 92,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博威亚太有限公司 80,000,000 12.75 0 无 境外法人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深圳前海

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964,285 10.68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谢朝春 34,760,569 5.54 34,760,569 无 境内自然人

宁波见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6,000,000 2.55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3,346,334 2.13 0 无 其他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2,500,000 1.99 0 无 其他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盛世博众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93,995 1.77 11,093,995 无 其他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817,985 1.25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盛世宏腾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50,668 1.12 7,050,66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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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212,714,956 人民币普通股 212,714,956

博威亚太有限公司 8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金鹰基金－浦发银行－深圳前海金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6,964,285 人民币普通股 66,964,285

宁波见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0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3,346,334 人民币普通股 13,346,334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0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817,985 人民币普通股 7,817,985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物流有限公司 4,908,2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8,200

宁波恒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50,000

谢海燕 3,080,660 人民币普通股 3,080,6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博威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谢识才与宁波见睿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张明、与宁波恒哲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李仁德是舅甥

关系。 公司第一大股东博威集团有限公司之控股股东谢识才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鼎顺

物流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谢朝春是父子关系。

鉴于博威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博威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博威亚太100%

股权，博威集团与博威亚太构成一致行动人。

鉴于公司2016年收购宁波康奈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博威集团、博威亚

太、鼎顺物流为谢朝春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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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19,402,177.62 711,716,806.04 -41.07

主要系：1、 本期为应对销量提升增加原材

料备库量导致采购支出增加；2、 支付越南

电站工程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23,721,834.32 42,563,455.92 190.68

主要系期货保证金及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

金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022,870,405.45 606,380,578.61 68.68 主要系越南HTG、HCG电站投资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62,454,493.91 204,132,887.56 -69.40

主要系2018年预付越南电站投资款本期转

入在建工程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663,684,407.19 508,148,332.80 30.61

主要系：1、越南电站投资应付款增加；2、本

期合金香港公司采用信用证方式采购原材

料额增加所致。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42,986,721.00 -89,715,450.43 -59.38

主要系：1、 本期期货保证金增加而上年同

期收回保证金；2、 本期收回出口退税额少

于去年同期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8,312,091.24 -42,874,393.70 -175.95 主要系越南HTG、HCG电站投资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6,691,244.87 110,659,556.58 -115.08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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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2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宁波博威合金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 作价9.9亿人民币购买宁波博德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100%股份，截至报告日，该事项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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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识才

日期 2019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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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徐立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建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陈新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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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3,815,136.29 1,048,344,423.98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72,255,495.75 875,658,411.02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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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58,624.14 9,093,683.85 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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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87,712.72 162,294,097.51 -1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93,884.30 6,815,255.21 -151.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20,871.75 4,197,902.00 -214.8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0 0.81 减少1.2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9 -155.5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 0.009 -1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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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55.74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34,8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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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65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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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0,4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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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5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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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326,9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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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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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5,946,400 16.40 质押 10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晓晨 7,340,656 0.96 未知 未知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资产经营

总公司

7,176,328 0.9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吴宏斌 6,600,000 0.86 未知 未知

彭博 4,286,300 0.56 未知 未知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鸿

睿一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400,000 0.44 未知 未知

陈强 2,320,000 0.30 未知 未知

上海广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

文价值发现1期证券投资基金

2,024,600 0.26 未知 未知

北京智诚恒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69,305 0.24 未知 未知

王宪英 1,737,10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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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5,946,400 人民币普通股

杨晓晨 7,340,656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市奉化区锦屏街道资产经营总公司 7,176,328 人民币普通股

吴宏斌 6,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彭博 4,286,300 人民币普通股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鸿睿一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3,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强 2,3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广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文价值发现1

期证券投资基金

2,024,600 人民币普通股

北京智诚恒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69,305 人民币普通股

王宪英 1,737,1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前十名股

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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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类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81,247,454.57 264,058,897.03 -31.36 主要系购买银行理财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1,000,000.00

主要系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列报科目变更。

预付款项 1,518,574.25 3,796,136.02 -60.00 主要系预付结算减少所致。

存货 31,991,072.35 47,369,134.20 -32.46 主要系库存备货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2,534,136.41 266,525,646.37 -57.78

主要系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列报科目变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00,720,000.00 -100.00

主要系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列报科目变更。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100,720,000.00

主要系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

工具准则列报科目变更。

在建工程 5,218,755.56 1,565,626.67 233.33

主要系在建变电站本期末未完工所

致。

应交税费 4,134,917.70 7,219,960.06 -42.73

主要系本年交纳上年已计提的增值

税、房产税及个人所得税所致。

利润类项目

本期金额

（1-3月）

上年同期金额

（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632,722.67 1,441,234.15 -56.10

主要系销售规模下降， 销售推广减少

所致。

财务费用 727,809.73 1,899,548.52 -61.69

主要系汇率变动影响汇兑损益的变化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622,562.59 2,583,952.78 78.90

主要系计提跌价准备及坏账准备所

致。

其他收益 381,574.42 4,994,204.12 -92.36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1-3月）

上年同期数

（1-3月）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258,624.14 9,093,683.85 56.80

主要系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5,724,839.80 2,129,547.17 -4,595.08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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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可能为亏损，主要原因系销售规模持续下降、营业毛利减少所致。

公司名称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立华

日期 2019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

600130

股票简称：波导股份 编号：临

2019-010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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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4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

形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4月18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通知各参会人员，会

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7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阅看了本次会议的议案，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波导股份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

告》；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全

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130

股票简称：波导股份 编号：临

2019-011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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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召开第七届监

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9年4月2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3人，实到3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

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全文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监事会出具审核意见如下：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

定，执行新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能够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全

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监事会出具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了公司2019年一季度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3、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的相关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130

股票简称：波导股份 编号：临

2019-012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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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同期比较报表不进行追溯调整， 仅对期初留存收益或其

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执行上述新金融工具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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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

会计》 等三项金融工具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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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会计政策修订涉及的项目主要包括：对新金融工具准则所规

定的金融资产的分类、 计量及列报。 公司将于 2019�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

则，自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起按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1、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

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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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 修改为“预期损失法” ，要求考虑金

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3、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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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

5、套期会计准则更加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

业的风险管理活动。

6、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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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行追溯调整， 仅对

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进行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三、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没有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意见如下：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执行

新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监事会出具审核意见：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执

行新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能够客观、公允地

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037

公司简称：歌华有线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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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章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志鹏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李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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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08,626,508.32 15,933,192,045.46 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296,011,383.46 13,046,991,120.69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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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95,141.40 204,420,226.70 -4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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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368,681.92 532,367,626.48 7.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9,020,262.77 171,532,460.82 4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6,550,950.84 98,477,052.95 -1.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9 1.34 增加0.5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89 0.1232 45.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89 0.1232 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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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69.85 主要为公司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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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8,299.00

主要系公司前期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

府补助在本报告期的摊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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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65,978.95

系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和可转换债

券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7,765.49

所得税影响额 4,429.62

合计 152,469,31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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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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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520,852,992 37.4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7,779,125 4.87 0 无 0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49,995,123 3.59 0 无 0 国有法人

金砖丝路投资（深圳）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0,622,884 2.92 0 无 40,622,884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30,504,700 2.19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

券积极策略6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28,593,532 2.05 0 无 0 国有法人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311,442 1.46 0 无 20,311,442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311,442 1.4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13,540,961 0.9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13,540,961 0.97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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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 520,852,992 人民币普通股 520,852,99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7,779,125 人民币普通股 67,779,12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49,995,123 人民币普通股 49,995,123

金砖丝路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622,884 人民币普通股 40,622,884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0,504,7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04,700

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积极策略6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28,593,532 人民币普通股 28,593,532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311,442 人民币普通股 20,311,442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311,442 人民币普通股 20,311,442

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 13,540,961 人民币普通股 13,540,961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13,540,961 人民币普通股 13,540,9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北京北广传媒投资发展中心与上述其他股东非一致行动人，也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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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资产构成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减金额 增减％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91,146.17 861,579.26 -270,433.09 -31.39

主要系本期投资购

买结构性存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

资产

262,249.34 0 262,249.34

主要系本期购买结

构性存款所致

开发支出 35.76 0 35.76

系本期部分科研项

目进入开发阶段发

生支出所致

其他非流动

资产

21,024.56 15,385.62 5,638.94 36.65

系公司预付工程及

物资款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544.02 1,376.79 -832.77 -60.49

主要系期末应交企

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其他流动负

债

202.55 363.58 -161.03 -44.29

系公司待转销项税

额减少所致

②利润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金额 增减％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543.09 -3,386.83 1,843.74

主要系利息收入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0 766.11 -766.11 -1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993.04 0 993.04

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所致

其他收益 281.83 524.61 -242.78 -46.28

主要系政府补助收入减

少所致

投资收益 155.86 6,718.76 -6,562.89 -97.68

主要系上年同期出售金

融资产取得处置收益较

大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14,986.60 0 14,986.60

系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84 -4.33 7.17

主要系本期公司处置固

定资产为净收益

营业外收入 4.44 26.23 -21.78 -83.07

主要系上年同期收取违

约金较多所致

营业外支出 29.22 21.78 7.44 34.14

主要系本期赔偿支出增

多所致

所得税费用 91.52 163.78 -72.26 -44.12

主要系子公司利润总额

同比有所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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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章鹏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037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

2019－014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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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五号—广播电视传输服务》、《关于做好上市

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经

营数据披露如下：

项目 2019年第一季度

有线电视用户数 596.77万户

其中：高清交互电视用户数 530.89万户

宽带业务：居民用户数 63.99万户

付费节目点播量 292.18万次

基本业务ARPU值 24.60元/月/户

上述数据仅供投资者作参考，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