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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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郑有水、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吉杏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吉杏丹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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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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9,120,719.21 362,973,069.13 54.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610,894.38 21,192,376.94 110.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2,792,601.53 20,877,864.06 104.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2,668,739.69 -48,416,186.03 -70.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50 0.0614 71.0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50 0.0614 71.0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6% 2.69%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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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264,487.01 1,678,729,297.98 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33,819,233.72 1,388,238,622.88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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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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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00 主要为公司收到的上市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713.40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6,097.61  

合计 1,818,29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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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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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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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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有水 境内自然人 57.88% 246,000,000 246,000,000 质押 53,387,100 

郑会杰 境内自然人 8.47% 36,000,000 36,000,000 质押 12,000,000 

郑美银 境内自然人 7.06%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30,000,000 

郑凤兰 境内自然人 7.06% 30,000,000 30,000,000 质押 4,000,000 

黄丕勇 境内自然人 0.71% 3,000,000 3,000,000 
质押 3,000,000 

冻结 1,500,000 

郑儒湖 境内自然人 0.36% 1,511,318 0   

郑泽鹏 境内自然人 0.19% 821,300 0   

王世亮 境内自然人 0.11% 478,300 0   

张丽丽 境内自然人 0.10% 444,907 0   

钟楚宜 境内自然人 0.09%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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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儒湖 1,511,318 人民币普通股 1,511,318 

郑泽鹏 821,300 人民币普通股 821,300 

王世亮 478,300 人民币普通股 478,300 

张丽丽 444,907 人民币普通股 444,907 

钟楚宜 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 

苏文弟 280,100 人民币普通股 280,100 

何永改 275,700 人民币普通股 275,700 

邓力 2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 

赵炜平 20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8,100 

陈文耀 207,044 人民币普通股 207,04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股东郑有水、郑会杰、郑凤兰和郑美银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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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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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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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长期待摊费用 1,834,255.51 208,333.31 1,625,922.20 780.44% 报告期装修员工食堂费用 

应付职工薪酬 14,935,385.49 22,889,922.13 -7,954,536.64 -34.75% 上期末计提2017年度员工年

终奖 

应交税费 20,026,279.22 44,875,539.8 -24,849,260.58  -55.37% 报告期末存货增加，进项税

额抵扣增加，报告期末应交

增值税减少 

递延所得税负债 785,174.91  1,842,072.58  -1,056,897.67  -57.38% 报告期套期保值持仓公允价

值变动损失较大，冲回上期

计提金额 

 

利润表 本期 上年同期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559,120,719.21 362,973,069.13 196,147,650.08 54.04% 公司利用上市机遇积极拓展

销售，公司营销网络建设、

新增经销商对业务扩张有积

极作用 

营业成本 468,595,613.06 308,409,623.24 160,185,989.82 51.94% 公司销货量增加成本增加 

销售费用 13,315,865.93 8,983,579.31 4,332,286.38 48.22% 报告期为拓展销售加大销售

投入 

资产减值损失 2,191,665.99  290,942.21  1,900,723.78  653.30%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较上年同

期期末增加较大，计提坏账

准备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4,229,694.93 355,650.00 -4,585,344.93 -1289.29% 套期保值持仓因铜价下跌造

成的公允价值损失 

投资收益 1,980,486.30  1,980,486.30 100% 报告期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其他收益  137,000.00  -137,000.00  -100% 上年同期取得与日常经营相

关的政府补助 

营业外收入 2,426,214.61  297,792.42  2,128,422.19  714.73% 报告期取得与日常经营无关

的政府补助 

所得税费用 13,863,541.67 8,519,178.94 5,344,363.32 62.32% 报告期营业利润增加导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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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税费用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4,610,894.38 21,192,376.94 23,418,517.44 110.50% 报告期经营效益快速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42,792,601.53 20,877,864.06 21,914,737.47 104.97% 报告期经营效益快速增长 

现金流量表 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2,668,739.69 -48,416,186.03 -34,252,553.66 -70.75% 报告期销售规模迅速扩大，

因销售收款与采购付款存在

时间差异导致应收账款增

加；为应对销售规模迅速扩

大增加备货；经营活动现金

净流出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479,157.74  -1,057,454.18  7,536,611.92  712.71% 报告期公司购买和赎回暂时

闲置的募集资金银行保本理

财金额差异。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6,850,383.12  -141,709,550.00  178,559,933.12  126.00% 报告期销售规模扩大，经营

资金需求增加而增加银行贷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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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月6日收到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物流服务中心于2018年1月4日作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本公司中标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中低压电缆、低压电线等框架招标部分项目，按中标比例预估的公司中标金额为15,270万元。

具体情况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项目中标的公告》（编号2018-003）。截至目前，已签订合同金额4859.70

万元，合同陆续签订中。 

公司于2018年1月9日收到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8日、9日作出的《中标通知书》，确认本公司中标深圳供电

局有限公司2018年10kV交联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缆（阻燃型）、低压电线等框架招标部分项目，按中标比例预估的公

司中标金额为18160万元，具体情况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项目中标的进展公告》（编号2018-004）。

截至目前，已签订合同金额 29876.27万元，后续是否继续签署合同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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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四、对 2018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40.10% 至 89.1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0,087.31 至 13,615.37 

2017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7,200.1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一方面，公司新增经销商和营销网点建设成效显著，销售明显增加；另一

方面，公司中标的电网相关项目陆续发货，电网销售额增长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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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龙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郑有水 

2018 年 4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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