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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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于旸 董事 因公出差 战友 

公司负责人曲德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赵晓洁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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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4,120.95 100,826,211.38 7.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40,733.82 -4,922,286.20 10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7,229.68 -6,382,563.35 10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09,579.79 11,488,787.04 -116.6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8 -0.02 109.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8 -0.02 109.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2% -1.13%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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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031,374.91 585,441,091.51 -0.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78,952,357.71 378,511,623.89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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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499.9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6,004.16  

合计 423,50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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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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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5.35% 62,314,645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48% 50,338,900    

苏明 境内自然人 4.10% 10,086,64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7% 3,380,200    

石璐瑶 境内自然人 1.13% 2,769,200    

李敬修 境内自然人 1.07% 2,638,679    

王玉 境内自然人 0.97% 2,389,400    

北京元和盛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7% 1,903,200    

天津经发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71% 1,746,486    

林美姬 境内自然人 0.67% 1,65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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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62,314,645 人民币普通股 62,314,645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50,338,9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38,900 

苏明 10,086,646 人民币普通股 10,086,646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380,200 人民币普通股 3,380,200 

石璐瑶 2,769,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69,200 

李敬修 2,638,679 人民币普通股 2,638,679 

王玉 2,38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389,400 

北京元和盛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903,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3,200 

天津经发投资有限公司 1,746,486 人民币普通股 1,746,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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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姬 1,657,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津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经发投资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天津市国资委。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构成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一致行动人关系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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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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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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变动科目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5,783,194.23 47.89% 期末未到期应收票据增加 

预付款项 5,260,024.85 295.09% 本期预付材料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426,304.27 125.75% 本期往来款项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400,739.43 -82.05% 期末应退未退出口退税金额减少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000,000.00 -100.00% 
本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000,000.00 100.00% 
本期按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列示 

预收款项 602,125.10 65.98% 本期销售商品预收款增加 

应交税费 482,625.68 138.70% 本期计提的税费增加 

管理费用 1,987,712.42 35.96% 本期职工工资等费用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167,177.35 100.00% 本期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金额增加 

其他收益 -1,117,666.83 -77.34% 本期收到的项目补贴资金减少 

投资收益 335,909.14 126.88% 本期理财收益增加 

营业外收入 80,893.82 535.35% 支持企业引进核心人才资金 

所得税费用 -81,432.86 -148.40% 本期递延所得税费用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107.74 100.00% 本期控股子公司损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98,366.83 -116.62% 本期收到的应收款项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8,637.93 57.88% 本期理财投资累计发生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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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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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所作承诺 

天津津融投资服务

集团有限公司 
 

避免同行业

竞争承诺 
2013 年 12 月 03 日  正在履行中 

天津津诚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避免同行业

竞争承诺 
2018 年 10 月 08 日  正在履行中 

天津津智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避免同行业

竞争承诺 
2019 年 01 月 04 日  正在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

承诺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

集团有限公司 
 

避免同行业

竞争承诺 
2007 年 04 月 17 日  正在履行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

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100 至 6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873.81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市场开拓成果初步显现，同时持续加强成本管控，盈利能

力不断增强，综合考虑上半年经营情况，预计 2019 年 1-6 月将扭亏

为盈。上述经营业绩的预计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2019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

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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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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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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普林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曲德福 

 

二○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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