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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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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2.3�公司负责人朱文臣、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学究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白建中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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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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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5,537,771.86 10,717,372,671.08 2.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615,717,572.72 5,400,594,646.01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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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038,951.68 96,561,569.78 1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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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9,793,869.42 1,355,953,154.41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5,122,926.71 183,455,721.48 1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89,958,964.63 164,903,059.16 15.1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91 3.9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9 17.2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 0.29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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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3,39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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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5,089.6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18,477,632.2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0,968.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163.04

所得税影响额 -4,441,963.26

合计 25,163,962.08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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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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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82,403,538 45.03 228,388,539 质押 68,034,003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5,705,832 7.29 0 无 其他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4,484,947 7.09 0 无 其他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6,973,680 5.90 0 无 其他

北京克瑞特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24,505,751 3.91 24,505,751 无 其他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5,830,314 2.52 0 无 其他

上海鼎亮开耀投资中心 （有限

合伙）

14,840,920 2.37 0 无 其他

深圳市领军基石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9,893,947 1.58 0 无 其他

深圳市东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009,979 1.12 0 无 其他

青岛海洋基石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3,462,880 0.5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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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4,014,999 人民币普通股 54,014,999

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5,705,832 人民币普通股 45,705,832

深圳市平嘉鑫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4,484,947 人民币普通股 44,484,947

福州万佳鑫旺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6,973,680 人民币普通股 36,973,680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15,830,314 人民币普通股 15,830,314

上海鼎亮开耀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840,920 人民币普通股 14,840,920

深圳市领军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9,893,947 人民币普通股 9,893,947

深圳市东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7,009,979 人民币普通股 7,009,979

青岛海洋基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3,462,880 人民币普通股 3,462,880

南京东土泰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87,788 人民币普通股 2,487,78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克瑞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一致行

动人关系；天津市津诚豫药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东

土大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东土泰耀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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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金额 变化率（%）

开发支出 5,973,824.28 10,131,824.28 -4,158,000.00 -41.04

销售费用 210,935,558.60 160,548,589.82 50,386,968.78 31.38

资产减值损失 11,968,971.66 22,998,177.60 -11,029,205.94 -47.96

少数股东损益 2,449,688.79 1,226,624.84 1,223,063.95 99.71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655,867.50 655,867.50 -100.0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

总额

2,449,688.79 1,226,624.84 1,223,063.95 99.71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25,038,951.68 96,561,569.78 128,477,381.90 133.05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65,124,139.61 97,764,043.87 -32,639,904.26 -33.3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87,420,000.00 334,000,000.00 253,420,000.00 75.87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138,302,087.81 90,532,000.00 47,770,087.81 52.77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0,535,028.20 -134,088,458.95 174,623,487.15 -130.23

1.开发支出期末余额为5,973,824.28元，较年初减少4,158,000.00元，

减少41.04%，主要为将部分资本化的研发支出费用化处理所致。

2. 销售费用本期金额为210,935,558.60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50,386,

968.78元，增长31.38%，主要为公司加大营销力度，市场促销费用增长较多。

3.资产减值损失本期金额为11,968,971.6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1,029,

205.94元，减少47.96%，主要为本期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较上期减少较多。

4. 少数股东损益本期金额为2,449,688.79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1,

223,063.95元，增长99.71%，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河南辅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所致。

5.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本期金额为0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655,

867.50元，减少100%，主要为上年同期存在因公允价值变动而计人其他综

合收益的股权投资所致。

6.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本期金额为2,449,688.79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1,223,063.95元，增长99.71%，主要为控股子公司河南辅仁堂制药

有限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多所致。

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为225,038,951.68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128,477,381.90元，增长133.05%，主要为加大资金回收力度，回笼

资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金额为65,

124,139.6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639,904.26元，减少33.39%，主要为本期

建设项目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有所减少。

9.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本期金额为587,420,000.00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53,420,000.00元， 增长75.87%， 主要为本期借款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

致。

10.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金额为138,302,087.81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47,770,087.81元，增长52.77%，主要为本期临时借用的

款项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所致。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为40,535,028.20元，较上年

同期增加174,623,487.15元，增长130.23%，主要为本期借款较上年同期有

所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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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辅仁药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文臣

日期 2019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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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曹靖、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叶景全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杨风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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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43,113,686.94 684,514,809.49 23.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362,180.28 10,353,511.90 1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463,039.72 9,994,837.48 24.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465,893.16 -129,028,652.09 增加124.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0% 0.52% 0.0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117,601,472.33 7,081,029,267.26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70,713,581.51 2,058,351,401.23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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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130.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1,939.8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191.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0,858.66

合计 -100,85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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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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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96% 128,000,000 0 质押 69,000,000

平 安 大 华 基

金 － 平 安 银

行－中融国际

信托－中融－

融珲18号单一

资金信托

其他 8.54% 28,793,774 0

红 土 创 新 基

金 － 银 河 证

券－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其他 2.56% 8,635,783 0

北京德泰恒润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9% 8,060,000 0

何志坚 境内自然人 0.92% 3,104,500 0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38% 1,275,800 0

于渭明 境内自然人 0.35% 1,195,000 0

西藏富通达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35% 1,185,800 0

孙力 境内自然人 0.27% 922,100 0

王险峰 境内自然人 0.26% 88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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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2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平安银行－中融

国际信托－中融－融珲18号单一

资金信托

28,793,774 人民币普通股 28,793,774

红土创新基金－银河证券－深圳

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635,783 人民币普通股 8,635,783

北京德泰恒润投资有限公司 8,0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60,000

何志坚 3,104,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4,5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7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5,800

于渭明 1,19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95,000

西藏富通达投资有限公司 1,1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5,800

孙力 922,100 人民币普通股 922,100

王险峰 887,900 人民币普通股 88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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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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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8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

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设定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

件已经成就，根据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按

照《激励计划》相关规定为15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本次可解除限售的262.5

万股限制性股票办理解锁手续。 2019年1月16日，上述262.5万股限售股权激

励股票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2、2019年3月4日，公司收到了阜阳市城南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

《中标通知书》， 确定公司为阜阳市九里安置区装配式建筑深化设计施工总

承包项目 （项目编号：FGGJ-GC2019-035） 的中标人, 中标金额共计约

10.493亿元。

3、2019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并提交公司2019年4月8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由于公司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的激励对象戴阳、赵维龙、杨继平离职，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同时庞京

辉、张秉文从公司离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前

述5名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对戴阳、赵维龙、杨继平、庞京辉、

张秉文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885,000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本次

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337,210,880股减少至336,325,880股。

4、2019年3月22日，鉴于周伊凡女士、戴阳先生、赵维龙先生、杨继平先生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提名曹靖

先生、叶景全先生、郑茂荣先生、宁可清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并同意改聘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曹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总裁）、聘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叶景全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5、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人民币6,955万元将

公司所持有的富煌君达53.5%股权全部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富煌建设。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第五届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年12月26日

公告编号：2018-060号，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

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2018年12月26日

公告编号：2018-062号，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限

售股份解锁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01月14日

公告编号：2019-001号，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重大合同中标的公告》 2019年03月05日

公告编号：2019-004号，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9年03月23日

公告编号：2019-005号，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变更的公告》 2019年03月23日

公告编号：2019-007号，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019年03月23日

公告编号：2019-008号，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2019年03月23日

公告编号：2019-012号，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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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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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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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国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洪晓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姜春梅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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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473,415,603.43 1,181,349,169.97 24.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8,375,395.23 94,529,563.07 35.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25,254,350.00 93,431,001.32 34.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1,375,311.17 -26,038,333.13 -97.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5% 1.35% 0.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882,590,072.04 9,433,590,649.69 -5.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625,782,397.83 6,527,353,510.93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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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834,40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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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4,867.9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0,397.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695,307.3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681.01

合计 3,121,04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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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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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博升优势

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62% 282,090,222 42,833,136 质押 142,000,000

青岛海立控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38% 241,775,600 质押 89,000,000

青岛天晨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14% 89,100,000 质押 36,022,600

银联商务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06% 88,060,100

深圳市华美达

一号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6% 58,100,000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36% 54,364,908

北京东富新投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7% 25,801,406

西 部 利 得 基

金 － 民 生 银

行－云南国际

信托－晟昱6号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1.87% 23,267,635

中 信 建 投 基

金 － 广 发 银

行 － 云 南 信

托－云南信托·

晟昱8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74% 21,709,748

东富（北京）投

资管理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3% 20,3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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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 241,775,600 人民币普通股 241,775,600

北京博升优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39,257,086 人民币普通股 239,257,086

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 89,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9,100,000

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88,060,1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60,100

深圳市华美达一号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58,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8,100,00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54,364,908 人民币普通股 54,364,908

北京东富新投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25,801,406 人民币普通股 25,801,406

西部利得基金－民生银行－云南

国际信托－晟昱6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3,267,635 人民币普通股 23,267,635

中信建投基金－广发银行－云南

信托－云南信托·晟昱8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21,709,748 人民币普通股 21,709,748

东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3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38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青岛海立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孙刚先生和刘国平女士是夫妻关系， 分别与

青岛天晨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孙震是父子、母子关系，两公司属一致行动人。 北

京东富新投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由东富（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成立。

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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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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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结构说明：

1）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60.44%，主要是报告期公司购买结构性

存款计入其他流动资产所致；

2）结算备付金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75.78%，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根据业务

指令将年前未支付款项结算给商户所致；

3）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163.61�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子公司

待提取的坐扣商户佣金及代垫资金增加影响；

4）持有待售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53.82%，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控股子

公司湖北海立美达汽车有限公司拟出售老厂房且已签订销售合同， 按照会计

准则要求将相关房产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转为持有待售资产核算；

5）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194.44%，主要是报告期公司购买

结构性存款计入其他流动资产所致；

6）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19,502.66万元，主要是公司自

2019年1月1日起首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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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算；

7）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30,502.66万元，主要原因一是

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首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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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算；二是报告期公司新增对外投资所致；

8）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49.14%，主要是报告期公司预付

设备款、模具款增加所致；

9）短期借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长33.35%，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因经营业务

增长对资金需求增加融资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31.98%，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支付

2018年度人工成本所致；

11）其他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76.58%，主要是与结算备付金同

步减少所致；

12）其他综合收益期末余额较期初下降113.64%，主要是报告期公司外币

报表折算受汇率影响所致；

2、盈利情况说明：

1）管理费用较同期增长42.75%，主要是本期公司薪酬政策变化及合并范

围变化影响；

2）研发费用较同期增长40.86%，主要是本期公司新增研发项目导致研发

投入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较同期增长36.04%，主要是本期公司利息费用增加以及汇兑

损益影响；

4）资产减值损失较同期增长489.98%，主要是本期公司按照会计政策计

提的减值准备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较同期增长3,043.96%，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的企业扶持资

金、专项资金等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较同期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收入较同期增长141.92%，主要是报告期公司收到的与日常活

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较同期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情况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减少2,533.70万元，主要原因一

是报告期公司集中解付已到期应付票据， 使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同比增加；二是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4.72%，销售形成的应收款

尚未到回款期，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的收回，使“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同比减少；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减少92,624.50万元，主要是报告

期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3,223.59万元，主要是报告

期内公司回购股份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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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分别于2018年8月8日、8月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临

时）会议、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采用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截至2019年1月2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37,919,09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4%，最高成交价为11.159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60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393,365,756.19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2019年1月4日、1月23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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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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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海联金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国平

2019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