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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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爱森、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玉媛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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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9,213,370.81 3,604,290,833.31 -4.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98,209,212.80 1,855,151,048.56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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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268,621.00 -81,615,96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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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462,186.15 434,978,711.75 32.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270,422.24 31,662,211.66 27.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40,656,122.29 30,946,926.74 31.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4 1.86 增加0.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 0.07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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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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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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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13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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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064.72

合计 -385,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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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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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爱森 170,027,820 35.42 170,027,820 质押 21,120,000 境内自然人

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 105,664,680 22.01 105,664,68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华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8,367,500 16.33 78,367,50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翁家恩 27,900,000 5.81 27,900,000 质押 3,500,000 境内自然人

廖伟俭 2,872,20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亚明 1,461,000 0.30 1,461,000 质押 1,440,000 境内自然人

周梅凤 1,460,941 0.3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齐涛 1,449,720 0.30 1,449,720 质押 1,440,000 境内自然人

刘德顺 1,440,000 0.30 1,440,000 质押 660,000 境内自然人

陈伟林 1,440,000 0.30 1,440,000 质押 1,1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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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伟俭 2,872,200 人民币普通股 2,872,200

周梅凤 1,460,941 人民币普通股 1,460,94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00,501 人民币普通股 900,501

吕国峰 882,380 人民币普通股 882,380

孙兵 629,640 人民币普通股 629,640

钱太妙 563,400 人民币普通股 563,400

曾宪斌 524,016 人民币普通股 524,016

闫鹏 513,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3,000

陈岳 406,500 人民币普通股 406,500

毕金兰 357,120 人民币普通股 357,1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北京士兴盛亚投资有限公司为刘爱森、李桂茹夫妇二人控制的

公司，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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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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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51,207,351.55 428,642,213.82 -41.39

主要系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及筹资活

动现金净流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123,534,057.59 42,278,689.84 192.19 主要系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0,038,927.99 28,108,792.36 42.44 主要系备用金、押金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713,190.15 30,885,551.85 -75.03 主要系增值税留抵税额减少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12,139,075.73 8,376,755.08 44.91

主要系本期注资广州带路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33,081,987.00 22,056,696.23 49.99 主要系预付工程设备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46,859,675.12 177,829,290.18 38.82 主要系项目预收款增长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941,292.58 27,870,920.65 -42.80 主要系公司本期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2、利润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78,462,186.15 434,978,711.75 32.99

主要系公司业务增长， 经营规模扩

大所致

营业成本 460,507,599.27 351,364,951.03 31.06

主要系公司业务增长， 经营规模扩

大所致

销售费用 15,284,961.36 11,420,288.23 33.84

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

职工薪酬及相应支出均有所增长。

管理费用 24,531,837.85 14,684,526.37 67.06

主要系报告期内经营规模的扩大，

管理人员规模、 薪酬及他费用有所

增加所致。

研发费用 20,817,019.95 13,355,137.95 55.87 主要系本期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11,381,540.52 7,110,752.42 60.06 主要系本期贷款利息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006,995.66 不适用

主要系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

响

信用减值损失 -3,451,891.17 不适用

主要系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

响

投资收益 -225,179.35 1,026,132.72 -121.94

主要系上年同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取得收益所致

3、现金流量表大幅变动项目原因说明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报表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0,308,236.58 -40,317,805.42 -49.63 主要系上年同期购买环保设备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0,993,872.19 -23,906,658.99 不适用 主要系本年归还银行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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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爱森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3098

公司简称：森特股份

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885

公司简称：宏发股份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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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黄克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于竹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侯秋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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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17,612,873 34,075,265,005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781,322,997 17,970,471,086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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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6,417,552 2,504,422,385 -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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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1,216,293 7,139,063,233 11.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07,528,602 667,158,070 21.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717,639,148 566,293,225 26.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39 3.82 增加0.5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98 0.494 21.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98 0.494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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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8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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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539,53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80,04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82,031

所得税影响额 -22,865,892

合计 89,889,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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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20户。 其中：A股35,542户，H股股东27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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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613,835,647 45.44 0 未知 境外法人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443,467,655 32.83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708,915 2.4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574,505 1.30 0 无 0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800,145 0.87 0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517,500 0.78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8,521,456 0.63 0 无 0 其他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6,685,797 0.49 0 无 0 境外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

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6,119,973 0.45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5,296,000 0.39 0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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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有限公司 613,835,647 境外上市外资股 613,835,647

青岛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443,467,655

人民币普通股 405,132,055

境外上市外资股 38,335,6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2,708,915 人民币普通股 32,708,915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7,574,505 人民币普通股 17,574,50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1,800,145 人民币普通股 11,800,14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51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17,5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产业升级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8,521,456 人民币普通股 8,521,456

香港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6,685,797 人民币普通股 6,685,79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

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119,973 人民币普通股 6,119,97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5,29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9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青啤集团持股数量包括了通过其自身以及全资附属公司鑫海盛持有的本

公司H股股份合计38,335,600股， 其本身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405,132,

055股。

2.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均为香

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持有的H股股份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并已扣除青啤集团及鑫海盛持有

的H股股份数量。 而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A股股份亦为代表其多

个客户持有。

3.根据复星国际有限公司的说明，复星国际有限公司下属五家实体合

计持有本公司H股股份243,108,23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约17.99%。于报告

期末,复星五家实体所持股份是由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代为持

有。

除上所述， 本公司并不知晓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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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总体状况的简要分析

报告期内，本公司抓住国内啤酒市场回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创新

驱动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实现了销量、收入及利润全面较大幅度增

长的健康快速发展。 2019年第一季度， 本公司累计实现啤酒销量216.6万千升， 同比增长

6.6%，其中：主品牌“青岛啤酒” 实现销量117.5万千升，同比增长8.5%，“奥古特、鸿运当

头、经典1903和纯生啤酒”等高端产品共计实现销量58.8万千升，同比增长10.5%。 报告期

内，本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79.51亿元，同比增长11.3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人民币8.08亿元，同比增长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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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额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3,397 164,507 -51,110 -31.07

预付款项 245,352 173,565 71,787 41.36

其他流动资产 398,552 734,942 -336,390 -45.77

使用权资产 60,204 60,204

其他非流动资产 86,608 62,438 24,170 38.7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9,885 420 19,465 4630.89

其他流动负债 327 229 98 42.95

长期借款 405 630 -225 -35.74

租赁负债 38,385 38,385

长期应付款 396,337 222,324 174,013 78.27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31.0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应收

票据已背书所致。

（2）预付账款

预付款项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1.3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采用预付货款方式采

购原材物料增加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45.7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末本公司之全资子

公司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公司” ）持有的国债逆回购到期所致。

（4）使用权资产

使用权资产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60,204千元，主要原因是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

号-租赁》，将可在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确认为使用权资产所致。

（5）其他非流动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8.7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预

付工程及设备采购款增加所致。

（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19,465千元，主要原因是执行《企业

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 将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中账期在一年以内的付款额现值确认

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7）其他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42.9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部分子公司增值

税待转销项税额增加所致。

（8）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减少35.74%，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个别子公司归还借款

所致。

（9）租赁负债

租赁负债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38,385千元，主要原因是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

-租赁》，将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中账期在一年以上的付款额现值确认为租赁负债所致。

（10）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款报告期期末比期初增加78.27%，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个别子公司收到政

府搬迁补偿款所致。

3.1.2利润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利润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951,216 7,139,063 812,153 11.38

营业成本 4,797,844 4,343,917 453,927 10.45

销售费用 1,391,284 1,194,083 197,201 16.51

资产减值损失 82 2,369 -2,287 -96.55

资产处置收益 -22,782 -4,724 -18,058 -382.25

营业外收入 1,305 4,614 -3,309 -71.72

（1）营业收入

2019年1-3月营业收入同比增加11.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产品销量增加以及

产品结构优化使得营业收入同比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

2019年1-3月营业成本同比增加10.45%，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包装材料价

格上涨、产品销量增加以及产品结构变化，使得营业成本同比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

2019年1-3月销售费用同比增加16.51%，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品牌宣传力

度，使得销售费用同比增加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

2019年1-3月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96.5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个别子公司计提的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所致。

（5）资产处置收益

2019年1-3月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382.25%，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个别子公司处置

固定资产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收入

2019年1-3月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少71.7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个别子公司确认的与

日常经营无关的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变动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额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56,418 2,504,422 -748,004 -29.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129 -505,029 529,158 104.7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92 -2,045 -1,347 -65.89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年1-3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29.87%，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年1-3月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104.7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财务公司存放央行准备金以及理财净投入同比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19年1-3月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65.89%，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个

别子公司借款支付的利息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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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 原控股股东青岛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岛市国资委” ） 承诺将在股改完成后建议青岛啤酒董事会制定并实施包括股权激励

在内的长期激励计划。

2007年4月青啤集团通过无偿划转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后，承接了青岛市国资委在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所有需履行的义务和做出的承诺。

2014年6月25日，接公司控股股东青啤集团通知，为使公司管理层与股东、公司之间利

益更好的结合， 并履行股改承诺及监管要求， 青啤集团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于

2020年6月底前推进上市公司提出管理层长期激励计划，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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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克兴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0600

公司简称：青岛啤酒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12

公司简称：江泉实业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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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郭满金、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圳田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江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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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7,939,936.98 8,891,519,265.49 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581,264,062.74 4,432,062,973.77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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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535,580.72 -195,317,497.73 16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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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891,318.81 1,595,901,229.86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7,495,547.56 166,856,452.38 -5.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9,963,585.03 159,083,097.59 -5.7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9 4.15 减少0.6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2 -4.5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1 0.22 -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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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36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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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46,687.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30,535.2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34,972.89

所得税影响额 -1,664,648.69

合计 7,531,9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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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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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255,614,029 34.32 0

质押 131,74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股份状态 数量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94,174,613 12.64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8,353,091 11.8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8,523,563 2.4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3,552,980 1.82 0 无 国有法人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信托锐进43期高毅晓峰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836,529 1.46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10,388,846 1.39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高毅晓峰2号

致信基金

10,235,115 1.37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8,152,534 1.09 0 无 境外法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8,096,096 1.09 0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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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格投资有限公司 255,614,029 人民币普通股 255,614,029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94,174,613 人民币普通股 94,174,61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88,353,091 人民币普通股 88,353,09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18,523,563 人民币普通股 18,523,56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552,980 人民币普通股 13,552,98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信托锐进43期高毅晓

峰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0,836,529 人民币普通股 10,836,52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金鹰增长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88,846 人民币普通股 10,388,846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晓

峰2号致信基金

10,235,115 人民币普通股 10,235,115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8,152,534 人民币普通股 8,152,53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宜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8,096,096 人民币普通股 8,096,0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

其他社会公众股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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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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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0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增长额 增幅 说明

其他应收款 20,782.25 4,868.96 15,913.29 326.83%

主要系本期往来款项

较期初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0,258.96 15,080.86 15,178.10 100.64%

主要系公司购买理财

产品较年初增加

长期待摊费用 9,590.40 6,640.92 2,949.48 44.41%

主要系子公司装修工

程增加导致

应付票据 24,689.36 18,846.80 5,842.56 31.00%

主要系公司自开银行

承兑汇票据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4,016.18 28,305.15 -14,288.97 -50.48%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员

工奖金报告期内支付

完毕

应交税费 8,240.59 4,123.52 4,117.07 99.84%

主要系期末应交增值

税及所得税较期初增

加所致

长期应付款 914.02 500．00 414.02 82.80%

主要系子公司政府拆

迁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80.60 1,110.05 -829.45 -74.72%

主要系受外币汇率波

动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较上年同期减少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长额 增幅 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621.25 1,460.82 -839.57 -57.47%

主要系应收款项坏账

计提较上年同期减少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912.56 155.51 2,757.05 1772.91%

主要系汇率波动远期

结售汇月末评估收益

投资收益 -43.45 492.51 -535.96 -108.82%

主要系汇率波动远期

结售汇实际交割损失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353.56 -19,531.75 32,885.31 168.37%

主要原因系本期自开

票据到期付现较上年

同期减少、销售回款及

税收返还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0,864.87 -17,017.04 -33,847.83 -198.91%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

产品支出较上年同期

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854.13 17,030.47 9,823.66 57.68%

主要系本期取得银行

借款较上年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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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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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智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晓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遵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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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333,995.03 615,368,612.91 -6.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543,555,335.50 583,506,147.03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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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1,915.26 -40,245,78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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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92,328.00 57,004,267.47 8.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0,066,799.87 770,328.21 -5,301.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088,598.18 899,713.21 -4,55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7.11 0.0010 减少7.1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0783 0.0015 -5,320.00

稀释每股收益 （元 /

股）

-0.0783 0.0015 -5,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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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798.31 罚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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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9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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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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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68,403,198 13.37 0 冻结 68,403,198 其他

江苏天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112,800 1.19 0 无 0 未知

朱胜利 4,162,400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朱玉文 3,589,759 0.7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深圳市安科安全科技文化股份有

限公司

2,560,000 0.50 0 无 0 未知

刘淑臻 2,140,000 0.4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北京恒润达科工贸集团 1,900,000 0.37 0 无 0 未知

付兵 1,892,911 0.37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金正 1,810,500 0.35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孙远 1,709,012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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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68,403,198 人民币普通股 68,403,198

江苏天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112,800 人民币普通股 6,112,800

朱胜利 4,162,400 人民币普通股 4,162,400

朱玉文 3,589,759 人民币普通股 3,589,759

深圳市安科安全科技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60,000

刘淑臻 2,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40,000

北京恒润达科工贸集团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付兵 1,892,911 人民币普通股 1,892,911

金正 1,8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500

孙远 1,709,012 人民币普通股 1,709,01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是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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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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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列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余额 变动比例%

1 应收账款 28,545,901.32 35,031,248.18 22.72

2 预付款项 1,864,435.34 2,937,045.32 57.53

3 其他应收款 47,886.80 2,006,163.35 4,089.39

4 存货 3,578,868.58 7,529,161.72 110.38

5 其他流动资产 130,780.45 -100.00

6 长期股权投资 321,322,093.07 275,632,395.61 -14.22

7 长期待摊费用 140,000.00 -100.00

8 应付账款 11,682,363.43 18,999,646.87 62.64

9 预收款项 1,228,996.19 4,341,454.86 253.25

10 应付职工薪酬 6,287,356.63 3,173,987.06 -49.52

11 应交税费 7,438,938.37 5,174,133.01 -30.45

12 其他应付款 5,224,811.26 1,089,437.73 -79.15

1、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2.72%，主要原因是本期对临沂中盛金属科技

有限公司应收电力款项增加。

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57.53%，主要原因是本期预付购货款增加。

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4,089.39%，主要原因是本期暂借款项增加。

4、 存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110.38%，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热电原材料存储量增

加。

5、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降低100%，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购货发票，待抵

扣进项税减少所致。

6、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降低14.22%，主要原因是联营企业山东华宇本

期经营亏损。

7、长期待摊费用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降低100%，，主要原因是本期已全部摊销土地租

赁费用。

8、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62.64%，主要原因是本期应付运输费用增加。

9、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增加253.25%，主要原因是本期预收运费增加。

1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降低49.52%，主要原因是本年支付2018年年终

奖励。

11、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余额降低79.15%，主要原因是支付暂欠款项。

二、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项目

序列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1 财务费用 -57,012.65 -22,934.14 不适用

2 资产减值损失 326,181.59 59,464.56 448.53

3 投资收益 -43,313,214.10 31,571.93 -137,289.00

4 营业外支出 2,171.25 168,870.34 -98.71

5 净利润 -40,066,799.87 770,328.21 -5,301.26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31,915.26 -40,245,783.26 不适用

1、财务费用较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降低3.41万元，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较多。

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增加448.53%，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应收款项计

提减值准备。

3、投资收益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降低137,289.00%，主要原因是本期参股公司山东华

宇经营业绩亏损。

4、营业外支出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降低98.71%，主要原因是上期支付工伤赔偿费用。

5、净利润本期金额较上期金额降低5,301.26%，主要原因是本期投资收益亏损。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期增加3651.39万元，主要原因是上期子公司预

付购货款及支付担保诉讼费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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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大生集团” )与东方邦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

称“东方资本” ）于2018年12月26日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大生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68,403,1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37%）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委托给东

方资本行使。 本次表决权委托完成后，东方资本通过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取得公司68,403,

1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37%）对应的表决权，成为可支配公司最大单一表决权的股

东， 公司控股股东由大生集团变更为东方资本 （ 公告编号：2018-055、

2018-056）。

大生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因债务纠纷已被司法冻结及多次轮候冻结，具体内容详见相

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8-030、2018-031、2018-040、2018-046、2018-049、

2018-053），截至目前，上述股份冻结事项尚未解除。 东方资本和大生集团双方正在共同

积极推进司法进程，通过司法手段全面解决大生集团向国民信托股权质押借款所产生的债

务纠纷，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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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江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智刚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