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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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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魏福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陈尚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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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11,988,435.94 69,009,088,092.89 -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981,730,095.99 6,933,144,681.82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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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0,032,794.89 -973,930,884.98 -8.8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总收入 11,891,592,567.18 10,232,038,758.96 16.22

营业收入 11,883,525,317.03 10,223,698,835.93 16.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63,491.65 58,317,621.37 -38.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6,964,729.27 56,243,285.98 -34.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0.88 减少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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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0.03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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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7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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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1,6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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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6,8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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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237.20

所得税影响额 205,106.55

合计 -1,301,23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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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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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388,682,774 76.53 1,388,682,774 质押 350,000,000

国有法

人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4,277,998 3.54 0 未知

国有法

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333,537 3.27 0 未知

国有法

人

重庆鑫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52,416,500 2.89 0 未知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

39,555,691 2.18 0 未知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一户 16,241,642 0.90 16,241,642 未知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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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136 0.29 0 未知 其他

高长亮 3,076,714 0.17 0 未知

境内自

然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2,205,800 0.12 0 未知 其他

徐国刚 800,100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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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4,277,998

人民币普通

股

64,277,998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9,333,537

人民币普通

股

59,333,537

重庆鑫根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2,416,500

人民币普通

股

52,416,500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9,555,691

人民币普通

股

39,55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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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6,136

人民币普通

股

5,206,136

高长亮 3,076,714

人民币普通

股

3,076,71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2,205,800

人民币普通

股

2,205,800

徐国刚 800,100

人民币普通

股

800,100

魏洪 75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75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

692,500

人民币普通

股

69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建工控股与上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有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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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应收票据 1,761,852,469.22 1,136,307,155.24 625,545,313.98 55.05% 注1

预付款项 2,387,393,439.31 1,650,558,517.10 736,834,922.21 44.64% 注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79,460,213.10 -179,460,213.10 -100.00% 注3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20,138,012.66 220,138,012.66 - 注4

应付职工薪酬 19,606,946.77 40,482,616.60 -20,875,669.83 -51.57% 注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51,000,000.00 845,000,000.00 306,000,000.00 36.21% 注6

注1：应收票据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55.05%，主要是由于公司及公司所属子公司本期按

工程合同约定收到恒大集团及所属子公司的承兑汇票有所增加；

注2：预付款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44.64%，主要是由于公司及所属建安子公司预付材

料款、劳务费等有所增加；

注3：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100%，主要是由于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项目；

注4：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本期新增2.20亿元， 主要是由于公司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将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项目，以及公司持有的参股企业重庆机

电股份有限公司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期公允价值变动增加0.33亿元；

注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降低51.57%，主要是由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本期发

放了2018年年终奖金；

注6：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36.21%，主要是由于部分长期借款

截止期末一年内到期，重分类至本项目；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注释

研发费用 6,252,909.16 4,354,494.14 1,898,415.02 43.60% 注7

信用减值损失 27,594,721.20 10,948,483.63 16,646,237.57 152.04% 注8

其他收益 943,583.33 520,991.48 422,591.85 81.11% 注9

营业外收入 3,882,643.50 2,688,921.40 1,193,722.10 44.39% 注10

营业外支出 6,171,412.24 415,080.45 5,756,331.79 1386.80% 注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663,491.65 58,317,621.37 -22,654,129.71 -38.85% 注12

少数股东损益 30,421,059.96 514,069.90 29,906,990.06 5817.69% 注13

注7：研发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43.60%，主要是由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本期研发支

出有所增加；

注8：信用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52.04%，主要是由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建造

合同应收款本期计提预期信用损失有所增加；

注9：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81.11%，主要是由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建材物流公司

本期收到与日常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注10：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44.39%，主要是由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本期收

到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同比有所增加；

注11：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386.80%，主要是由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本期

支付的“三供一业”支出同比增加；

注1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降低38.85%，主要是由于公司所属

子公司三建公司、 住宅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收到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款8亿

元、6亿元， 导致公司对三建公司、 住宅公司股权比例由原来的100%分别稀释至53.78%、

53.41%，从而导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降低；

注13：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5817.69%，主要是由于公司所属子公司三建

公司、 住宅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收到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资款8亿元、6亿元，导

致公司对三建公司、住宅公司股权比例由原来的100%分别稀释至53.78%、53.41%，从而导

致公司少数股东损益同比增加；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金额 注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0,032,794.89 -973,930,884.98 -86,101,909.91 注14

注1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春节期间支付

的材料款、劳务费、分包款等同比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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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18年4月28日、2019年1月25日、2月21日、3月28日分别披露的 “临2018-033”

“临2019-005”“临2019-011” 和“临2019-019” 号公告，公司控股股东重庆建工投资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重庆建工544,350,000股A股普通股股份（占重庆建工总股

本30%）无偿划转至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该划转事宜已获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重庆市国资委” ）批复同意。 目前划转双方尚在筹备提交监管机构的

股份查询、转让确认、过户登记、涉税办理等申报材料。

根据2018年7月7日、9月15日、10月8日、2019年3月23日分别披露的 “临2018-047至

051”“临2018-080、081”“临2018-085”及“临2019-017”号公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公开发行6年期、总额不超过24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目前获重庆市国资委同意

发行的批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对本次申报材料予以正式受理并提出了反馈意

见，公司正按相关规定准备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2018年8月30日披露的“临2018-073” 号公告，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公开发行基础期限3年、总额不超过20

亿元的可续期公司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已受理公司递交的申请文件，并出具了反馈意见。

目前待公司出具2018年年度报告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并以此回复反馈意见后，将申请重

启审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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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福生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19-036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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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 或“公司” ）于 2019年4月24日发

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19年4月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8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第一季度报告》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建工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周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建工关

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临2019-037）。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19-037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及聘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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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 或“公司” ）于4月29日收到公司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刘克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刘克伟先生因工作调整请求辞去公司

财务负责人职务。刘克伟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刘克伟先生仍

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以及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公司董事会

对刘克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查，并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周进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周进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情请参阅公

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建工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

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周进先生简历：

周进，男，汉族，出生于1969年8月，重庆璧山人，中共党员，同济大学工学博士，正高级

工程师。 现任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历任贵州省建

筑设计院（上海分院）干部，重庆市园林局规划设计处处长、副总工程师，重庆市园林局总

工程师、党组成员，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证券代码：

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公告编号：临

2019-038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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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 或“公司” ）于2017年5月25日召

开的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申请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发行中期票据。 2018年3月，中国银行间市场

交易商协会出具《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MTN112号），同意接受本公司中

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详情请参阅

公司披露的“2017-018”“临2018-018”号公告。

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发行了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债券简称：19渝建工

MTN001，债券代码:101900643），发行金额为4亿元，期限为3年，每张面值100元，发行利

率为5.48％。 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4月29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

本期中期票据由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通过集中簿记建档的方式在银

行间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中期票据的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

清算所网（www.shclearing.com）刊登。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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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昝圣达、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钱志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钱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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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14,339,560.70 5,803,599,747.80 0.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410,394,475.50 3,458,164,346.94 -1.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256,580.87 930,379.76 1,4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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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40,684.81 137,706,675.11 -1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902,591.35 3,176,549.98 620.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7,508,139.89 -1,313,414.2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7 0.09 上升0.5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2 90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02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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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3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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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5,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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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50,06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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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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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2,787.47

所得税影响额 -171,068.90

合计 15,394,4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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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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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

333,955,

709

25.69 0 质押

263,000,

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昝圣达

239,885,

029

18.45 0 质押

135,000,

000

境内自然人

南通大兴服装绣品有限公

司

28,932,

949

2.23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何雪萍

22,947,

400

1.77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20,621,

108

1.59 0 未知 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19,203,

600

1.48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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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1,490 0.61 0 未知 未知

北京日月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6,977,091 0.54 0 未知 未知

贾玉梅 4,482,672 0.34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金道生

4,101,

000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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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 333,955,709 人民币普通股 333,955,709

昝圣达 239,885,029 人民币普通股 239,885,029

南通大兴服装绣品有限公司 28,932,949 人民币普通股 28,932,949

何雪萍 22,947,400 人民币普通股 22,947,40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621,108 人民币普通股 20,621,10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9,203,6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0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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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71,490 人民币普通股 7,971,490

北京日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977,091 人民币普通股 6,977,091

贾玉梅 4,482,672 人民币普通股 4,482,672

金道生 4,1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01,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名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是第三名南通

大兴服装绣品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第二名昝圣达是南通综艺投

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除此之外，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与其

余七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公司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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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本年年初数

变动百分

比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445,758,

052.15

381,739,

391.47

16.77%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持有的股票投资

价格有所上升。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229,447,

045.11

291,447,

222.03

-21.27%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本期应收账款回

款较多。

其他流动资产

238,036,

689.86

300,921,

572.14

-20.90%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高投在本期赎回

上年末持有的理财产品。

长期股权投资

264,617,

309.56

184,673,

183.14

43.29%

主要系子公司综艺光伏对江苏格雷

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形成的股权投

资。

在建工程

38,119,

497.92

1,318,181.82

2,

791.82%

主要系子公司毅能达在建的办公楼

及厂房。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8,000.00

30,138,

000.00

-99.54%

主要系子公司综艺光伏对江苏格雷

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的投资办妥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期转入长期股权

投资。

应交税费

30,018,

041.26

60,806,

473.23

-50.63%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高投上年末计提

的应交税费在本期缴纳。

递延所得税负债

34,309,

715.99

13,628,

694.80

151.75%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高投持有的股票

投资价格上升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利润表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百分

比

说明

研发费用

6,001,

813.02

10,823,

513.95

-44.55% 主要系子公司的研发费用有所下降。

投资收益

3,471,

039.48

26,999,

014.38

-87.14%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高投上年实现的

投资收益较多。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92,946,

032.21

1,225,538.08 7484.10%

主要系按照新金融资产准则要求，本

期公司将股票投资划入交易性金融

资产核算，期末所持股票价格有所上

升。

所得税费用

21,302,

421.73

3,752,170.27 467.74%

主要系子公司江苏高投持有的股票

投资价格上升计提的递延所得税费

用。

现金流量表

报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百分

比

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4,256,

580.87

930,379.76 1432.34%

主要系下属子公司本期收到结算货

款较多。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5,616,

544.60

-207,500,

773.08

不适用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江苏高投项目投

资支付的现金较多。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511,

098.17

36,697,

012.61

56.72%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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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互联网彩票业绩承诺及业务相关情况

2014年，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收购了北京盈彩畅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好炫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量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仙境乐网科技有限公司等四家彩票公

司，前述四家公司（合称“彩票标的公司” ）的原股东在投资协议中均对未来业绩进行了承

诺。 受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管政策影响， 公司下属彩票标的公司的互联网彩票代购业务于

2015�年3月1日起陆续暂停，至今仍未能正常开展，影响了其业绩承诺的履行。 基于互联网

彩票行业现状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 为扶持下属彩票标的公司度过全行业整顿的非常时

期，以期在未来互联网售彩重启之时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拟对彩票标的公司原投资协议

中的业绩承诺履行进行延期， 延期事宜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次业绩承诺延期履行的具体情况见本公司于2019年4月2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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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昝圣达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13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光伏电站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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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光伏电站业务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区域 装机容量(MW) 发电量(Kwh) 上网电量(Kwh) 结算电量(Kwh)

上网电价

（元/KWH）注

新疆· 20 4,823,000.00 4,823,000.00 4,823,000.00 0.80

美国 19 4,836,000.00 4,836,000.00 4,836,000.00 1.81

保加利亚 16.9 4,321,716.80 4,321,716.80 4,321,716.80 1.81

意大利 18.34 3,597,482.24 3,597,482.24 3,597,482.24 1.84-2.04

罗马尼亚 12.5 1,282,400.00 1,282,400.00 1,282,400.00 0.72

江苏 1.8 252,270.00 252,270.00 252,270.00 0.98

注：上网电价包括出售给电网的电价、政府补贴、能源卡收入等几部分组成，每个单体

电站项目的价格均不相同。

以上数据为阶段统计数据，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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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XIAOMING� LEE、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庞启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连华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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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656,263,395.06 241,492,290.86 430,814,748.13 52.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2,300,533.56 24,200,428.05 80,147,000.18 16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179,524,005.55 21,528,730.95 19,937,691.44 80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5,828,322.33 -159,787,693.50 -201,617,390.33 62.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480 0.1774 0.2039 119.7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480 0.1774 0.2039 119.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9% 1.52% 2.99% 2.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8,596,769,006.47 7,702,468,537.78 7,702,468,537.78 11.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043,455,485.24 3,831,154,951.68 3,831,154,951.68 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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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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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30,081.14

主要为地方政府对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业

务发展所给予的政策扶持。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54,419.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22,675.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85,297.47

合计 32,776,528.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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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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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l�Xiaoming�Lee 境外自然人 17.01% 80,584,658 80,584,658 质押 3,137,739

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60% 73,916,700 73,858,000 质押

41,000,

000

Sherry�Lee 境外自然人 9.12% 43,217,917 43,217,917

李晓华 境内自然人 8.70% 41,217,582 41,078,682

昆明华辰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1% 22,307,149 22,307,149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2% 11,490,693 11,490,693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3% 11,061,855 0

Jerry�Yang�Li 境外自然人 2.20% 10,416,022 10,416,022

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11% 9,996,000 9,996,000

张勇 境内自然人 2.03% 9,607,1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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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国和现代服务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61,855 人民币普通股 11,061,855

张勇 9,607,122 人民币普通股 9,607,122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银杏股票投资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6,274,512 人民币普通股 6,274,512

田友珊 3,087,485 人民币普通股 3,087,48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705,646 人民币普通股 2,705,646

丁志宏 2,573,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3,10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 锐进25期盈信瑞峰多空策略1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038,019 人民币普通股 2,038,01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开源再融资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1,903,216 人民币普通股 1,903,216

李文龙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吴耀荣 1,833,906 人民币普通股 1,833,9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合计持有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100%股份，公司副董事长李晓

华持有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19.9676%的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晓明家族包括

PaulXiaoming�Lee、李晓华、Yan�Ma、Yanyang�Hui、Sherry�Lee、Jerry�Yang�Li。其他股东

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李文龙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9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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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比

上年度末增

减

本报告期末较上年度末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货币资金

453,978,

797.94

314,208,

776.19

44.4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回销售款所致。

预付款项

129,559,

133.31

57,510,

172.25

125.2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预付原材料及设备款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1,465,612,

755.40

1,043,819,

684.10

40.4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在建项目持续投入

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510,630,

529.15

356,963,

917.15

43.0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预付设备款增加所

致。

短期借款

1,293,961,

955.60

930,156,

501.75

39.11%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业务持续扩张， 资金需求增长，

使用银行资金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收账款

918,876,

832.84

507,007,

738.52

81.2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隔膜业务扩张，采购增长，相应的增加应付款

及应付票据所致。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

额

本报告期较

上年同期增

减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营业收入

656,263,

395.06

430,814,

748.13

52.3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产销两旺，带动公司营

业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355,211,

789.53

232,267,

827.58

52.9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产销两旺，带动营业成

本同比大幅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22,489,

323.35

15,715,

967.19

43.1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研发需求增长， 相应研发投入

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9,404,

544.56

3,341,

637.59

181.44%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使用银行资金增长，相应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3,330,

081.14

4,977,

757.47

770.47%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及确认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2,300,

533.56

80,147,

000.18

164.89%

主要系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销售量大幅增长，带动净利润大

幅增长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79,524,

005.54

19,937,

691.44

800.43%

主要系①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带动净利润大幅增长；②公司

收购上海恩捷 90.08%股权的交割过户于2018年7月完成， 公司2018

年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须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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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股东损益

21,517,

603.30

47,936,

940.16

-55.11%

主要系公司收购上海恩捷90.08%股权的交割过户于2018年7月完成，

本报告期少数股东占有的子公司权益比例下降所致。

基本每股收益 0.45 0.20 119.7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 带动净利润大幅增长

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 0.45 0.20 119.73%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产能释放， 带动净利润大幅增长

所致。

单位：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

额

本报告期较

上年同期增

减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原因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440,834,

309.86

326,412,

352.42

35.0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75,828,

322.33

-201,617,

390.33

62.3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49,838,

131.94

72,794,

617.05

380.5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项目投资增长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5,935,

089.89

43,518,

518.76

-711.08%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项目投资增长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87,404,

223.61

113,122,

269.08

507.66%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相应资金需求增加，

筹资额增长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39,116,

347.66

67,511,

439.05

254.19%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相应资金需求增加，

偿还债务融资金额相应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48,287,

875.95

45,610,

830.03

882.85%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锂电池隔膜业务继续扩张，相应资金需求增加，

筹资额增长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106,524,

463.73

-112,488,

041.54

194.70% 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资金储备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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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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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35.08% 至 185.08%

2019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37,925.24 至 45,991.77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133.0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业绩变动原因系公司锂电池隔离膜业务量大幅增长。（其他说明：公司收购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恩捷” ）90.08%股权的交割过户于2018年7月31日完成，因此上海恩捷2018年1-7月的

净利润按53.86%计算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自2018年8月开始，上海恩捷的净利润按90.08%计算后归属

于上市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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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9年02月19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

布的《恩捷股份：2019年02月19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证券代码：

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5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于2018年4月

29日上午10时在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Paul�

Xiaoming� Lee先生主持，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4月23日以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其中独立董事王平、独立董事卢建凯、独立董事宋昆冈、董事

林海舰以通讯的方式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812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48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已于2018年4月23日以书面通知

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以下简称“本次会议”或“会议” ）。 本次会

议于2018年4月29日下午13:00时在云南省玉溪市秀山路14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

的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由监事会主席黄江岚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举手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公司代码：

600939

公司简称：重庆建工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812

证券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7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770

公司简称：综艺股份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