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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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朝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蔡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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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303,107.13 756,518,436.39 37.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5,731,210.55 44,167,979.80 48.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63,997,169.66 43,639,653.06 4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1,741,244.16 -32,678,565.34 656.1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3 30.7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12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0% 2.13%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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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8,977,484.27 5,821,347,325.59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16,607,740.28 3,247,053,583.86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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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7,4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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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7,95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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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80.8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75,944.92  

减：所得税影响额 312,845.3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0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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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734,040.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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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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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进 境内自然人 15.41% 59,391,707 58,359,110 质押 47,587,600 

陈伟 境内自然人 14.96% 57,674,397 56,642,667 质押 49,958,995 

吴志雄 境内自然人 14.96% 57,674,397 56,642,667 质押 39,374,811 

鲍杰军 境内自然人 10.43% 40,202,134 36,583,942   

黄建起 境内自然人 6.17% 23,764,004 0   

陈细 境内自然人 1.79% 6,910,323 0   

庞少机 境内自然人 1.71% 6,574,553 5,719,854   

吴桂周 境内自然人 1.61% 6,199,550 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2% 5,482,373 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

投摩根核心成

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13% 4,366,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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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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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起 23,764,004 人民币普通股 23,764,004 

陈细 6,910,323 人民币普通股 6,910,323 

吴桂周 6,199,550 人民币普通股 6,199,550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

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82,373 人民币普通股 5,482,37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

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4,366,292 人民币普通股 4,366,292 

鲍杰军 3,618,192 人民币普通股 3,618,192 

郑树龙 3,587,690 人民币普通股 3,587,69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3,118,329 人民币普通股 3,118,329 

黄振龙 3,032,350 人民币普通股 3,032,350 

交通银行－融通行业景气证券

投资基金 
2,911,553 人民币普通股 2,911,55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进、陈伟、吴志雄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对本公司进行共同控制。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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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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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元） 

期初数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42,868,864.44 31,978,546.49 34.06% 主要系采购增长所致。 

其他应收款 41,305,977.97 30,602,036.70 34.98% 主要系正常往来变动所致。 

应收利息 508,417.81 1,844,607.02 -72.44% 主要系应收理财产品利息同比减少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287,162,740.09 161,749,163.88 77.54% 主要系公司本期新购买理财产品所

致。 

在建工程 42,442,354.83 137,954,682.36 -69.23% 主要系项目完工验收转固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73,835,209.93 50,960,496.15 44.89% 主要系基建工程及设备预付款项增

多所致。 

长期借款 403,000,000.00 270,000,000.00 49.26% 主要系本期新增长期借款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元） 

上年同期数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041,303,107.13 756,518,436.39 37.64% 主要系自营工程渠道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691,087,499.89 506,800,955.83 36.36% 主要系收入增长所致。 

销售费用 181,714,138.46 125,469,643.99 44.83% 主要系工程费用、广告费随业务增

长所致。 

研发费用 38,297,903.82 19,482,345.87 96.58% 主要系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8,211,843.94 4,077,617.39 101.39% 主要系借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670,904.21 4,663,775.53 -42.73% 主要系应收账款余额及其计提的坏

账准备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17,580.87 491,289.74 -103.58% 主要系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652,995.22 497,401.87 31.28% 主要系收取经销商未完成任务罚款

所致。 

营业外支出 844,514.67 3,032,970.72 -72.16% 主要系固定资产报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2,060,324.32 8,398,126.77 43.61% 主要系收入增长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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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64,515,107.75 43,467,820.36 48.42% 主要系收入增长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元） 

上年同期数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741,244.16 -32,678,565.34 656.15% 主要系回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705,585.61 37,222,948.98 49.65% 主要系借款增加所致。 

 

（四）重要子公司变化情况 

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2019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94,684.5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47.15%；

实现净利润 6,919.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1.49%，扣除合并摊销费用551.80万元后，实现净利润为6,367.20万元。主

要原因是欧神诺凭借其在工程业务自营模式多年累积的先发优势，契合了房地产新建住宅精装房的发展趋势，以及零售模式

革新和渠道下沉布局后，经营情况实现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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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与鲍杰军、庞少机、陈家旺、丁同文、黄磊5名原欧神诺股东签订的《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鲍杰军、庞少机、陈

家旺、丁同文、黄磊5人共同承诺欧神诺在业绩承诺期内的承诺净利润及累计承诺净利润如下：2017年度、2018年度、2019

年度分别实现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资金使用费后）16,300万元、19,200万元、22,800万元； 

分别实现累计承诺净利润16,300万元、35,500万元、58,300万元。 

经审计，欧神诺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资金使用费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33,924.07万元，占相关重组交

易方承诺业绩19,200万元的176.69%；2018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资金使用费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54,879.73万元，占相关重组交易方承诺业绩35,500.00万元的154.59%，实现了业绩承诺。详见2019年3月30日公司刊载于《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2018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2、公司控股子公司欧神诺于2019年4月15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利润分配方案：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确认：欧神诺（母公司）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33,393.05万元，提取盈余公积金1,849.27万元后，加上年初未分配利

润 35,511.85万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67,055.63万元。    

同意欧神诺对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本次分配利润为人民币10,000万元，依照股东持股比例

进行现金分红，其中：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9,999.4万元（含税），张国兴0.54万元（含税），闵媛0.06万元（含税）。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2018 年度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2019 年 03 月 30 日 

2019 年 3 月 30 日公司刊载于《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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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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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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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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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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请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22 日披露

在巨潮资讯网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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