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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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严建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晓风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安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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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7,206,139.53 2,251,111,966.08 -1.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87,172,130.27 1,731,577,890.99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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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321,895.79 -61,090,452.04 -1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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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24,169.05 170,457,927.92 -19.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51,691.35 12,258,373.92 -7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0,230.69 9,570,388.01 -101.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8 0.72 减少0.5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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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6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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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9,432.78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69,770.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28.75

所得税影响额 -596,830.22

合计 3,301,9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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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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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建文 148,438,422 32.76 - 质押 21,000,000 境内自然人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630,910 10.07 - 无 - 国有法人

段启掌 32,102,500 7.08 - 质押 32,000,000 境内自然人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569,090 5.64 - 无 - 国有法人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华宝信托－

华宝－银河3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979,827 2.86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陆家嘴国际

信托－陆家嘴信托－鸿泰6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12,094,734 2.67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

10,379,902 2.29 - 无 - 其他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华润深

国投信托－华润信托·安徽国资定增

1期集合信托计划

9,939,759 2.19 - 无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张存爱 2,587,500 0.57 - 无 - 境内自然人

程卫生 2,124,554 0.47 35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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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建文 148,438,422 人民币普通股 148,438,422

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630,910 人民币普通股 45,630,910

段启掌 32,1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2,102,500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569,090 人民币普通股 25,569,090

天治基金－浦发银行－华宝信托－华宝－银河31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12,979,827 人民币普通股 12,979,827

长信基金－浦发银行－陆家嘴国际信托－陆家嘴信托－鸿泰6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094,734 人民币普通股 12,094,734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10,379,902 人民币普通股 10,379,902

泰达宏利基金－平安银行－华润深国投信托－华润信托·安徽国

资定增1期集合信托计划

9,939,759 人民币普通股 9,939,759

张存爱 2,58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7,500

程卫生 1,766,554 人民币普通股 1,766,55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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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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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11,599,784.63 187,029,830.88 -40.33 主要为本期银行理财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8,443,001.78 22,100,652.68 73.95 主要为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2,085,115.59 7,940,382.10 52.20

主要为本期自建设备项目金额增

加所致

短期借款 131,388,149.84 89,989,029.84 46.00 主要为本期新增贷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682,218.03 25,389,765.11 -77.62

主要为上期计提的奖金本期发放

所致

应交税费 6,119241.08 8,866,920.21 -30.99

主要为本期应缴纳的税金减少所

致

应付利息 78,690.59 126,113.90 -37.60

主要为本期期末应付利息减少所

致

库存股 80,432,300.00 29,932,300.00 168.71 主要为股份回购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14,495,273.76 9,277,225.39 56.25

主要为股份支付及新增子公司费

用所致

财务费用 2,743,511.45 340,683.48 705.30

主要为汇兑损失及利息支出增加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34,083.52 4,100,308.38 -103.27 主要为应收账款收回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7,165,912.84 4,045,015.44 77.15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及软

件退税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69,770.18 1,307,574.72 -56.43

主要为本期到期的银行理财减少

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229,621.95 -2,089.87 -10,887.38

主要为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失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 180,000.00 -100.00 主要为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28,501.28 2,163,242.47 -43.21 主要为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百分比（%）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374,873.53 42,971,405.20 -128.80 主要为收回投资净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932,231.66 20,025,606.69 -174.57 主要为股份回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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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事项

公司于2018年11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公

告》，并于2018年12月26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于2019年01月03日披露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于2019年01月04日

实施了首次回购，并于2019年01月05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于2019年01月18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1%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于2019年01月

25日披露了 《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2%暨回购进展的公告》；于

2019年01月3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明确公司回购股份用途暨修订〈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的议案》,�并于2019年01

月31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修订稿）》；于2019年02月01日披露了《关于股份回购实施

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事项

公司于2019年03月2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19年03月

29日披露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等相关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截至

2019年03月31日，因通知债权人期限未满，本事项暂无后续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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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严建文

日期 2019年4月30日

、

证券代码：

603011

证券简称：合锻智能 公告编号：

2019-026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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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9年04月29日，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共计7,

332,432.86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补助项目名称 金额 计入科目 文件号

1 标准制定奖励 720,000.00 其他收益 合经区管（2017）67号

2 知识产权定额补助 52,000.00 其他收益 合经区管（2017）67号

3 知识产权称号奖励 300,000.00 其他收益 合经区管（2017）67号

4 稳岗技能提升补贴 75,690.00 其他收益 皖人社发（2017）37号

5 “三重一创” 建设专项引导资金 1,000,000.00 其他收益 皖政（2017）51号

6 鼓励企业技术改造补助款 710,900.00 其他收益 肥政秘（2018）137号

7 发明专利奖励 7,500.00 其他收益 肥政秘（2018）137号

8 2018年11-12月份软件退税 3,606,480.06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号

9 2019年1月份软件退税 859,862.80 其他收益 财税（2011）100号

合计 7,332,432.86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

确认上述事项， 上述政府补助中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为7,

332,432.86元，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19年度损益及资产的

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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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陈孟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学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维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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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4,048,761.05 7,224,057,713.14 -2.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51,593,419.22 4,069,941,645.11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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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99,544.10 -51,691,89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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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96,470.54 200,072,738.41 -22.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348,225.89 4,430,568.96 -514.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24,485,154.66 -281,111.38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5 0.11 减少0.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58 -444.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58 -44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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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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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124.99

主要系报告期收到财政专项

补贴及奖励资金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4,676,249.99

主要系报告期向联营企业乐

清市华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利息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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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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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92.40

所得税影响额 -30,738.55

合计 6,136,9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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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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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 234,283,762 30.83 质押 234,283,762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前海开源基金－恒丰银行－海

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27,962,382 3.68 未知 未知

万家基金－兴业银行－南京钢

铁联合有限公司

27,962,382 3.68 未知 未知

深圳市华盛十五期股权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20,370,332 2.68 质押 16,370,332 未知

张剑华 15,198,070 2.00 未知 未知

东吴基金－兴业银行－彭杏妮 13,981,192 1.84 未知 未知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9,976,805 1.31 未知 未知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张

奥星

9,825,674 1.29 未知 未知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

9,486,145 1.25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银基金－浦发银行－徐燎燃 9,320,79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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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仪集团有限公司 234,283,762 人民币普通股 234,283,762

前海开源基金－恒丰银行－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27,962,382 人民币普通股 27,962,382

万家基金－兴业银行－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 27,962,382 人民币普通股 27,962,382

深圳市华盛十五期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0,370,332 人民币普通股 20,370,332

张剑华 15,198,070 人民币普通股 15,198,070

东吴基金－兴业银行－彭杏妮 13,981,192 人民币普通股 13,981,192

上海景贤投资有限公司 9,976,805 人民币普通股 9,976,805

北信瑞丰基金－宁波银行－张奥星 9,825,674 人民币普通股 9,825,674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9,486,145 人民币普通股 9,486,145

上银基金－浦发银行－徐燎燃 9,320,794 人民币普通股 9,320,79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总股本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及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与其余股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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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

及与其余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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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构成同比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

产

411,850,000.00 不适用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

进行了重分类所致

应收票据 33,591,825.00 145,750,546.49 -76.95% 主要系本期票据背书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150,216,251.21 72,031,025.58 108.54% 主要系本期风电产业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应收利息 5,295,759.75 619,509.76 754.83%

主要系本期计提向联营企业提供的财务

资助利息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411,850,000.00

主要系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金融资产

进行了重分类所致

应付利息 675,912.87 965,531.55 -30.00% 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所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税金及附加 1,412,134.92 597,789.95 136.23% 主要系本期房产税、土地税及附加税增加所致

管理费用 22,895,933.08 16,347,697.15 40.06% 主要系本期工资及办公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4,191,079.48 6,302,056.32 -33.50% 主要系本期利息支出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795,668.13 67,497.41 4041.89% 主要系本期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1,498,124.99 447,436.14 234.82%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52,478.42 2,414,740.41 -102.17%

主要系本期联营企业华仪小额贷公司收益下

降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5,759.85 -15,376.05 -202.50%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利得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89,388.41 498,873.92 -82.08% 主要系本期废品处置业务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87,163.52 946,506.96 -90.79% 主要系上年同期捐赠、补偿款增加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8,348,225.89 4,430,568.96 -514.13% 主要系本期收入下降及管理费用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766,702.73 -592,308.00 -398.27%

主要系本期非全资子公司信阳华仪开关有限

公司业绩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表变动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1,899,544.10 -51,691,894.0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货款回收增

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096,779.92 -18,026,202.51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177,941.01 -19,902,271.78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借款减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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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总经办审议通过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并经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高禾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会议决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华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退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高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总额减少至22,500.00万元。浙

江华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4月16日收回出资款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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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孟列

日期 2019年4月28日

股票代码：600290� � � � � �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2019-039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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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20次会议于2019年4月18日以邮件和短信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4月28日上午在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董事6人，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的董

事3人）。 全体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孟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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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股票代码：600290� � � � �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2019-040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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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16次会议于2019年4月18日以邮件和短信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4月28日下午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彭传彬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根据《证券法》及相关规则的规定，本公司监事会审核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20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并监督了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全过

程，特发表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起草编制及第七届董事会第20次会议审议的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与公司基本规章的规定。

（2）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13号———季度报告内容与格式（2016年修订）》及上海证交所相关规则。 报

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

（3）在发表本意见前，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相关参与编制的涉密人员有

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4）公司董事、高管人员已对季度报告作出了书面确认意见，未有提出异议或保留意

见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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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荣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邢海霞及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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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76,328,088.41 7,266,010,423.09 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3,773,283,095.05 3,784,081,607.33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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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1,495.84 -76,174,352.77 2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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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35,123.66 144,086,883.09 -56.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0,798,512.28 9,619,269.58 -212.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029,805.48 7,598,285.39 -271.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29 0.2700 减少0.560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7 0.0060 -211.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7 0.0060 -2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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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4,6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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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4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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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809.97

所得税影响额 -57,978.45

合计 2,231,2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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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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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 114,020,000 7.12 0 质押 114,02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90,000,000 5.62 0 冻结 90,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

理人

33,310,000 2.08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16,350,200 1.02 0 未知 未知

武文华 7,394,401 0.4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244,000 0.33 0 未知 国有法人

左十一 5,066,501 0.32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钟正健 4,748,500 0.3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章少斌 4,115,500 0.26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颜楗 3,130,800 0.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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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南江（集团）有限公司 114,0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4,020,000

上海泽熙增煦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0

闽发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33,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31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35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350,200

武文华 7,394,401 人民币普通股 7,394,40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5,244,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44,000

左十一 5,066,501 人民币普通股 5,066,501

钟正健 4,748,500 人民币普通股 4,748,500

章少斌 4,1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4,115,500

颜楗 3,130,800 人民币普通股 3,13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以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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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400,000,

000.00

0.00 100.00% 主要系按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0,293,196.47 16,125,067.53 -36.17% 主要系宁波墨西、杭州机器人公司应收账款减少所致。

预付款项

274,769,

803.43

4,755,218.08 5678.28% 主要系项目工程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40,383,638.19 21,739,391.85 85.76% 主要系项目其他应收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29,424,

793.91

650,751,370.23 -49.38% 主要系按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1,329,753,

257.86

-100.00% 主要系按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所致。

开发支出 3,316,107.51 2,048,600.30 61.87% 主要系宁波墨西开发支出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749,563.03 11,172,584.92 -84.34% 主要系本期支付去年预提工资奖金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62,935,123.66 144,086,883.09 -56.32%

主要系苏州太湖上景花园项目本期结转销售面积减少所

致。

营业成本 34,389,157.46 94,501,556.01 -63.61%

主要系苏州太湖上景花园项目本期结转销售面积减少所

致。

销售费用 9,699,273.92 5,767,031.50 68.18% 主要系重庆墨希销售服务费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4,073,715.65 9,576,445.56 -57.46% 主要系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减少利润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8,404,207.76 -28,106,595.90 70.10%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购置资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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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初步预测， 本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

亏损。 主要原因系公司房地产项目交房结转面积较上年度同比

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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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

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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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

号—房地产（2015年修订）》要求，现将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业务主要经营数据

公告如下：

2019年1-3月，公司签约面积为0.69万平方米，上年同期为

2.01万平方米，同比下降65.92%。

2019年1-3月， 公司签约金额为10,050万元， 上年同期为

27,038万元，同比下降62.83%。

另，2019年1-3月， 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储备面积、 新开工面

积、以及竣工面积，上年同期无新增房地产储备面积、新开公面

积、以及竣工面积。

上述经营数据尚未经审计，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上述经营数

据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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