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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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庆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庆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刘胜华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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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92,576.49 378,384,814.30 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5,558,328.88 222,178,102.08 24.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63,255,712.30 221,355,075.80 18.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7,886,542.65 86,641,982.70 289.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51 0.2137 24.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51 0.2137 24.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19% 3.85% 上升0.3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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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1,385,176.11 11,009,361,394.05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704,665,675.75 6,491,953,031.54 3.28%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1,039,516,99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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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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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100.00 --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301,610.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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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0,000.0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69,558.52 --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00,872.20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合计 12,302,616.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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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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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3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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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1.81% 434,671,714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 259,879,247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3.01% 31,291,633

袁仰龙 境内自然人 0.95% 9,909,145

孔凡强 境内自然人 0.79% 8,220,0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57% 5,883,138

广东君之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之健翱翔稳

进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理财产品 0.47% 4,868,424

梁伟 境内自然人 0.44% 4,611,200

叶冠军 境内自然人 0.34% 3,540,089

张建强 境内自然人 0.31% 3,26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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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4,671,714 人民币普通股 434,671,714

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259,879,247 人民币普通股 259,879,247

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 31,291,633 人民币普通股 31,291,633

袁仰龙 9,909,145 人民币普通股 9,909,145

孔凡强 8,220,051 人民币普通股 8,220,05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883,138 人民币普通股 5,883,138

广东君之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之健翱翔稳进证券投资基金 4,868,424 人民币普通股 4,868,424

梁伟 4,611,200 人民币普通股 4,611,200

叶冠军 3,540,089 人民币普通股 3,540,089

张建强 3,261,900 人民币普通股 3,261,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东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福民集团公司、福民发展有限公司

存在关联关系，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前10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即前10名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自然人股东袁仰龙， 通过光大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9,468,

245股；自然人股东孔凡强，通过申万宏源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票8,220,051股；自然人股东梁伟，通过国金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4,399,300股；自然人股东叶冠军，通过光大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公司股票2,400,000股;�自然人股东张建强，通过国信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票1,75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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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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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年度期末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2,283,458,142.18 1,622,877,401.72 40.70% 报告期新增银行贷款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1,000,000.00 -- --

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相关会计科目进行重分

类调整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1,008,783,913.87 554,219,145.21 82.02% 报告期的一年内到期的应收融资租赁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9,639,441.41 58,684,963.19 103.87% 报告期的短期应收保理款增加所致。

债权投资 24,873,340.00 -- --

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相关会计科目进行重分

类调整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127,150,000.00 -100.00%

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相关会计科目进行重分

类调整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590,000.00 -- --

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相关会计科目进行重分

类调整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66,362,614.92 368,862,614.92 53.54% 报告期内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0,026,251.02 40,771,262.15 -75.41%

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其他综合收益重分类调整

至留存收益所致。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6,001,821.91 -9,811,294.06 -38.83% 报告期新增贷款，利息支出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74,989,829.75 40,469,259.68 85.30%

报告期相较上年同期，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绩上升

及公司对东莞信托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增加、采用权益

法核算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4,440,000.00 - --

报告期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

上升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886,542.65 86,641,982.70 289.98%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83,352.45 13,024,437.39 -165.90% 报告期取得的投资收益现金流入较去年同期下降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0,580,740.46 381,987,866.02 72.93% 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上升所致。

注：公司自2019年1月1日期执行财政部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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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简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第四节 财务报表” 之“二、财务报表调整情况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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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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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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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庆文

2019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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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松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郑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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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168,511.34 274,605,869.84 -4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418,686.78 14,469,575.24 -32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32,555,460.79 14,193,427.66 -32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4,086,914.65 -65,720,904.78 -17.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2 -3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7 0.12 -3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9% 1.70%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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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538,872.29 1,941,245,633.41 -2.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88,510,971.69 920,450,858.47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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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07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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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24.8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963.41

减：所得税影响额 -713.49

合计 136,77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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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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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汽塑料（苏州）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48% 48,041,370 48,041,370 质押 24,084,296

苏州杨氏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3% 29,358,630 29,358,630

陆小红 境内自然人 3.70% 4,500,000 4,5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方大

数据100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1,331,900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97% 1,183,275

厦门达晨聚圣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494,160

莫红远 境内自然人 0.33% 400,000 400,000

钟宏耀 境内自然人 0.32% 391,700

董燕华 境内自然人 0.25% 310,000

杨丽华 境内自然人 0.25% 300,000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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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

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331,900 人民币普通股 1,331,900

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1,183,275 人民币普通股 1,183,275

厦门达晨聚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494,160 人民币普通股 494,160

钟宏耀 3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10,000

董燕华 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

胡胜民 227,146 人民币普通股 227,146

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95,840 人民币普通股 195,840

黄平 191,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400

白宇 18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86,100

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56,150 人民币普通股 156,1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厦门达晨聚圣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泰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恒股权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达晨创瑞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4家合伙企业为一致行动关系，同受深圳市达晨

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控制。 中汽塑料、杨氏投资、陆小红同受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氏家族控制。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说明（如有）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黄平通过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97,

700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93,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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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94,620,452.22 416,253,739.89 -77.27% 募集资金使用及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其他流动资产 262,673,440.62 21,157,068.87 1141.54%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

在建工程 40,623,675.44 30,198,043.86 34.52% 柳州钧达厂房建设投资增加

应交税费 3,642,708.10 8,568,742.22 -57.49% 缴纳税款导致应交税金减少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8,168,511.34 274,605,869.84 -46.04% 汽车行业不景气，客户销量下滑，收入下降。

营业成本 131,770,628.94 200,751,722.52 -34.36% 收入下降成本相应下降。

财务费用 7,418,790.74 1,166,284.67 536.10% 可转债及银行借款财务费用增加

投资收益 3,799,546.14 2,143,892.38 77.23%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收益增加

营业利润 -33,277,960.88 17,503,240.49 -290.12%

收入下降，毛利率下降，利润下降

所得税费用 -848,310.69 2,943,241.60 -128.82% 递延所得税影响

净利润 -32,418,686.78 14,469,575.24 -324.05% 收入下降，毛利率下降，利润下降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4,054,859.10 -27,806,372.87 885.58%

本期购买、赎回银行理财产品增加，以及子

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支出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71,925.00 58,303,587.51 -104.07% 上年同期取得借款金额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30,513,698.75 -35,223,690.14 838.33%

主要是本期投资活动及筹资活动现金净流

量变动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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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2019年01月05日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的公告》（2019-001）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公告

2019年01月19日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201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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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为负值

净利润为负值

2019年1-6月净利润（万元） -6,500 至 -5,500

2018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550.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汽车市场不景气销量整体下滑影响，公司预计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净利润下降。

2、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银行贷款产生的财务费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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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松林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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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

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公司董事共9人，参加本次会议董事9人，公司董事长王松

林先生主持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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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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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详细内容请参见2019年4月3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请参见同日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

《证券日报》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拟使

用不超过8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应及时、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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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9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

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会议通知。公司监事共5人，参加本次会议监事5人。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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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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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详见 2019年4月3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 2019年4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相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规的

要求，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本

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报》上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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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钧达股份” ）于2019年4月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8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433号文）的核准，公司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3,000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05元，共计募集资金

总额271,5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48,140,000.00元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223,360,

000.00元，已由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1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账户内。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于2017年4月2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证天通（2017）证验字第020100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上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

投项目” ）累计投入金额为11,079.81万元，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已投入募集资金（万元）

1 佛山华盛洋年产25万套汽车塑料内外饰件生产项目 8,736.00 4,779.51

2 郑州钧达年产30万套汽车内外饰件生产项目 10,600.00 5,348.00

3 苏州新中达研发中心项目 3,000.00 952.30

合计 22,336.00 11,079.81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资金投入计划，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在一定时间内将

处于暂时闲置状态。

三、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归还的情况

2018年5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使用不超过8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2019年4月24日， 公司已将之前的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全

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中国银

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四、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及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前提下，为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公司拟使

用不超过8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应及时、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使用上

述项目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每年可为公司减少利息支出约348万元人民币（按

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估算）。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

用，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会通过直接或

者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在未来

12个月内也不进行风险投资、不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80,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应及时、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节省公司财务费用支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履行了必要的

审批程序。 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80,000,000.00元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应及时、

足额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相关程

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相关法规的要求，未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

会同意公司实施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对钧达股份此次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核查，认

为：

钧达股份此次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钧达股份的董事会审议通过，钧

达股份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有利于降低钧达股份的财务费用，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 保荐机构同意钧达股份此次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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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1.2�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4�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方洪波先生、财务负责人钟铮女士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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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75,205,780 69,737,528 7.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千元） 6,129,026 5,256,231 16.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千元）

6,084,881 5,077,715 19.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千元） 11,842,782 4,429,092 167.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4 0.80 1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3 0.79 17.7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08% 6.87% 0.2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千元） 278,910,215 263,701,148 5.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千元） 89,610,201 83,072,116 7.8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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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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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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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

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2,512

其他 140,3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71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47

合计 44,1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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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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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48 2,212,046,613 质押 551,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6.18 1,069,044,13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0 198,145,134

方洪波 境内自然人 2.07 136,990,492 102,742,869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自有资金（交易所） 境外法人 1.82 120,379,067

黄健 境内自然人 1.33 88,023,3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9 78,474,900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中国基金 境外法人 0.94 61,831,900

GIC�PRIVATE�LIMITED 境外法人 0.84 55,535,104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53,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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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控股有限公司 2,212,046,613 人民币普通股 2,212,046,61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69,044,139 人民币普通股 1,069,044,13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8,145,134 人民币普通股 198,145,134

加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自有资金（交易所） 120,379,067 人民币普通股 120,379,067

黄健 88,023,300 人民币普通股 88,023,3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8,474,900 人民币普通股 78,474,900

高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HCM中国基金 61,831,900 人民币普通股 61,831,900

GIC�PRIVATE�LIMITED 55,535,104 人民币普通股 55,535,104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3,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3,500,000

袁利群 51,994,300 人民币普通股 51,99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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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报表项目

期末数

（或本年累计

数）

期初数

（或上年同期累计

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87,975 220,197 -60.05% 主要系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长期应收款 16,280 34,815 -53.24% 主要系业务变动转入流动资产所致

短期借款 1,270,263 870,390 45.94% 主要系借款增加所致

向中央银行借款 50,996 99,754 -48.88% 主要系偿还向中央银行借款所致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91,638 44,386 106.46% 主要系财务公司经营变动所致

衍生金融负债 275,822 756,299 -63.53% 主要系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979,688 5,788,004 -31.24% 主要系支付员工工资所致

库存股 1,473,697 4,918,427 -70.04% 主要系库存股注销所致

利息收入 294,332 549,959 -46.48% 主要系财务公司经营变动所致

利息支出 75,120 150,518 -50.09% 主要系财务公司经营变动所致

财务费用 -481,058 95,978 -601.22% 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66,516 224,233 -70.34% 主要系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46,977 317,938 -146.23% 主要系衍生金融工具交割损益减少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30,915 -118,467 294.92% 主要系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6,369 -13,053 51.21% 主要系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842,782 4,429,092 167.39% 主要系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11,399 -7,250,092 -131.88% 主要系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9,282 -2,254,205 283.62% 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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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

司之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2018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

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2018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之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公司于2019年

3月12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352�号）；2019年4月24

日，公司收到国家外汇管理局佛山市中心支局出具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佛山市中心支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外汇业务的批复》；2019年4月2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请求权派发及实施的提

示性公告》，拟设定2019年5月7日为收购请求权股权登记日，并于5月8日开始停牌进行收购请求权的派发、申报等工作。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美的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之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8年10月24日 巨潮咨询网（2018-087）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美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

议案

2018年11月22日 巨潮咨询网（2018-095）

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美的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

司之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2018年12月22日 巨潮咨询网（2018-105）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 《关于核准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

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9]352�

号）

2019年3月13日 巨潮咨询网（2019-032）

公司收到国家外汇管理局佛山市中心支局出具的 《国家外汇管理

局佛山市中心支局关于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换股吸收

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外汇业务的批复》（佛汇复

[2019]1�号）。

2019年4月24日 巨潮咨询网（2019-049）

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请求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拟设定2019年5月7日

为收购请求权股权登记日， 并于5月8日开始停牌进行收购请求权

的派发、申报等工作。

2019年4月26日 巨潮咨询网（2019-052）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

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55元/股，回购数量不超过12,000万股且不低于6,000万股。 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部

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定期报告中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截至4月底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4月29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了17,584,338股，占公司截至2019年4月29日总股本的0.2663%，最高成

交价为54.9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5.6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855,786,862.34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

回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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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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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千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

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面价

值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

累计公允价

值变动

本期增加金

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面价

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 内

外 股

票

1810

小米

集团

-W

1,272,584

公允价

值

1,122,609 -130,555 -24,030 - - - 968,024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

自 有

资金

合计 1,272,584 -- 1,122,609 -130,555 -24,030 - - - 968,024 - --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投资

初始投资金

额

起始日期 终止日期

期初投资金

额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

（如

有）

期末投资金

额

期末投资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损

益金额

期货公

司

否

期货合

约

27.6

2019年01月

01日

2019年12

月31日

27.6 - - - 65.9 0.001% 289.3

银行 无 否

外汇远

期合约

-64,405.2

2019年01月

01日

2019年12

月31日

-64,405.2 - - - -4,893.3 -0.055% 24,693.6

合计 -64,377.6 -- -- -64,377.6 - - - -4,827.4 -0.054% 24,982.9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2019年04月18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

露日期（如有)

-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

及控制措施说明 （包括但不限

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

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为规避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给公司大宗原料采购带来的成本风险，公司开展了部分铜材的期货操作业务，降低现货市场价格

波动给公司经营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公司利用银行金融工具，开展了部分外汇资金业务，以规避汇率和利率波动风险，

实现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减少外汇负债及进行成本锁定。 公司对衍生品投资与持仓风险进行充分的评估与控制，具体说明如

下：

1、法律法规风险：公司开展期货与外汇资金业务需要遵循法律法规，明确约定与代理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控制措施：公司指定相关责任部门加强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的学习，严格合同审查，明确权利义务，加强合规检查，保证公

司衍生品投资与持仓操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要求。

2、操作风险：不完善的内部流程、员工、系统以及外部事件均可能导致公司在期货业务及外汇资金业务的过程中承担损失。

控制措施：公司的相关管理制度已明确了期货操作及外汇资金业务的职责分工与审批流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

通过加强业务流程、决策流程和交易流程的风险控制，有效降低操作风险。

3、市场风险：大宗商品价格变动和外汇市场汇率波动的不确定性导致期货业务与外汇资金业务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同

时在期货操作中因无法及时筹措资金满足建立和维持保值头寸， 或在外汇资金业务中用于履约的外汇资金不能按时到账，均

可能导致期货操作损失与违约风险。

控制措施：公司期货业务及外汇资金业务，坚持谨慎与稳健操作原则。 对于期货业务，严格根据生产经营所需来确定业务

量并提出期货交易申请，并实施止损机制；建立期货风险测算系统，测算已占用的保证金数量、浮动盈亏、可用保证金数量及拟

建头寸需要的保证金数量，确定可能需要追加的保证金准备金额。 对于外汇资金业务，实行分层管理机制，经营单位提出资金

业务申请，需要对影响业务损益的条件或环境进行风险分析，对可能产生的最大收益和损失进行估算，同时报送可承受的保证

金比例或总额，公司及时更新资金业务操作情况，确保到期日前的资金安排。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

格或产品公允价值变动的情

况， 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

假设与参数的设定

1、期货合约报告期内产生的损益为289.3万元；

2、外汇远期合约报告期内产生的损益为24,693.6万元；

3、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使用的是期货市场的公开报价或中国银行的远期外汇报价。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

及会计核算具体原则与上一报

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的

说明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

风险控制情况的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期货操作业务作为平抑价格震荡的有效工具，通过加强内部控制，落实风险防范措施，提高经营管

理水平。 通过外汇资金业务的开展进一步提升公司外汇风险管理能力，为外汇资产进行保值增持。 通过上述衍生品的投资业

务，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竞争优势，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是可行的，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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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14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1月

14日-1月15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1月17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1月

17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年02月21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2月

21日-2月22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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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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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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