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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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吕向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向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李振强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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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95,712.69 31,857,701.87 -3.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6,871,095.15  -4,152,552.78 -30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7,514,608.68  -4,332,567.00 

-304.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846,415.50 -25,104,445.37 -26.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50 -0.0160 -30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50 -0.0160 -30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4% -0.54% 减少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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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025,150.14 1,077,778,378.58 1.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46,281,273.67 762,622,998.45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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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655,203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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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23 主要是子公司东莞德瑞固定资产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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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0,400.00 主要是本报告期长和华锂收到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03.89 主要是子公司东莞德瑞废品收入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2,986.30 主要是子公司东莞德瑞的理财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142,513.1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4,060.78  

合计 643,513.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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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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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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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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65% 61,409,992 19,888,342 
质押 11,650,000 

冻结  

柯荣卿 境内自然人 5.64% 14,657,050 0 
质押 0 

冻结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23% 8,381,700 0 

质押 0 

冻结 0 

黄培荣 境内自然人 1.89% 4,907,400 0 
质押 0 

冻结 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其他 1.39% 3,60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宁德万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3,145,300 0 
质押 0 

冻结 0 

张长虹 境内自然人 1.07% 2,775,117 2,775,117 
质押 0 

冻结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华内需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其他 0.95% 2,47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关峰 境内自然人 0.87% 2,250,000 0 
质押 0 

冻结 0 

朱文辉 境内自然人 0.80% 2,079,400 0 
质押 0 

冻结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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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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521,650 人民币普通股 41,521,650 

柯荣卿 14,657,050 人民币普通股 14,657,0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81,700 人民币普通股 8,381,700 

黄培荣 4,907,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7,40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3,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00 

宁德万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145,3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5,3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内需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4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470,000 

关峰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朱文辉 2,07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9,400 

李京 2,0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柯荣卿与黄培荣互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张长虹存在关联关系，属一致行动人；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黄培荣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100 股，朱文辉通

过信用证券账户持股 2,07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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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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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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2019 年 3 月

31 日） 

年初金额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率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59,730,025.69    43,854,298.06   36.20%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东莞德瑞和长和华锂收到短期借款所致 

预付款项   12,865,147.01   6,300,682.13  104.19%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东莞德瑞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存货 71,475,994.28  54,127,700.66  32.05%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东莞德瑞因订单增加相应库存的在产品和原材料增加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367,043.23   7,658,233.17  -56.03% 主要是本报告期东莞德瑞保本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短期借款  102,620,000.00   50,000,000.00  105.24%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及子公司东莞德瑞和长和华锂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预收款项  28,476.37   9,648,889.45  -99.70%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东莞德瑞销售确认收入结转预收账款所致 

应交税费   3,183,227.57   9,154,398.53  -65.23%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东莞德瑞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2019 年 1-3 月 

上年同期金额 

2018 年 1-3 月 
变动率 变动主要原因 

营业成本  24,813,199.61  17,034,808.93  45.66%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子公司东莞德瑞成交订单毛利率下降所致 

销售费用   3,447,836.81   6,255,694.33  -44.88%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东莞德瑞销售代理费用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1,273,569.55   70,679.49  1701.89% 
主要是母公司和子公司东莞德瑞及长和华锂本报告期新增银行借款利息支出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42,473.20   70,679.49  526.03% 主要是子公司长和华锂新增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   -9,114,271.26   1,829,746.72  -598.12% 
主要是参股公司钴产品价格下跌导致母公司按照权益法核算持有期间投资收

益减少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644.93 100.00% 主要是上年母公司处置固定资产而本期无相应处置项目损益所致 

营业外收入   934,219.56   346,837.46  169.35%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长和华锂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16,350.36   11,278.50  44.97% 主要本报告期子公司融达锂业交通事故赔款支出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20,382,404.27   -5,383,176.55  -278.63% 主要是本报告期钴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参股公司的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度

下降；以及锂盐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导致锂盐及深加工业务出现亏损；本报利润总额   -19,464,535.07   -5,047,617.59  -28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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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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放弃控股子公司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德瑞”）

少数股权转让优先购买权。2019年3月东莞德瑞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2、融达锂业复产进展情况 

 2018年11月5日，与当地政府就融达锂业矿山复工复产征地和利益共享问题达成初步共识。2019 年 2 月 22 日，与甘孜

州政府签署了建立锂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的协议。 

目前，融达锂业正按协议约定，按当地政府相关工作程序，积极进行复产前的安全环保维修整改等相关工作，恢复生产

具体时间待当地政府工作程序安排和通知。融达锂业矿山复产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放弃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转让优先

购买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事项 

2019 年 2 月 2 日 
www.cninfo.com.cn《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

买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公告》2019-005 

2019 年 3 月 16 日 
www.cninfo.com.cn《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优先购

买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进展公告》2019-011 

融达锂业复产进展情况 

2018 年 11 月 6 日 
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矿山复工复

产的进展公告》2018-045 

2019 年 2 月 23 日 
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矿山复工复

产的进展公告》2019-008 

2019 年 4 月 16 日 
www.cninfo.com.cn《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矿山复工复

产的进展公告》201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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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   -17,321,257.89   -3,796,076.98  -356.29% 告期锂电设备业务的成交订单毛利率下降导致业务利润有所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6,871,095.15  
 -4,152,552.78  -306.28% 

所得税费用   -2,143,277.18   -1,251,540.61  -71.25% 主要是受子公司东莞德瑞本期较上年同期业绩下降导致所得税费同比下降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2019 年 1-3 月  

 上年同期金额 

2018 年 1-3 月  
变动率 变动主要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392,269.87   11,584,921.67  -120.65% 主要是本报告期东莞德瑞保本理财产品到期赎回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4,410,413.00   2,300,000.00  961.32%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东莞德瑞和长及华锂新增短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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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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2,900 至 -2,4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3.8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本期内参股公司钴产品价格下跌导致母公司投资收益较上年

同期大幅下降；2、根据当地政府相关工作程序，融达锂业按照

与政府的协议约定正积极进行复产前的安全环保维修整改等相

关工作，恢复生产具体时间待当地政府工作程序安排和通知，公

司锂矿复工复产时间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暂未预测复工

复产后的损益；3、由于公司已退出光电显示材料行业，本期较

上年同期减少了该行业贸易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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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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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的签章页）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向阳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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