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 

证券代码：002345                            证券简称：潮宏基                            公告编号：2019-030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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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廖木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苏旭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陈述峰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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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6,749,644.90 842,155,890.34 13.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027,421.95 93,280,311.84 -5.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2,404,251.21 87,142,724.60 -5.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3,998,900.86 117,926,483.46 -3.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0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2.69%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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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4,899,938.91 5,464,409,952.79 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91,968,113.41 3,305,281,991.85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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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6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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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67.5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8,005.58  

理财产品收益 6,303,698.63  

减：所得税影响额 984,462.03  

合计 5,623,170.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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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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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01% 253,643,040 0 质押 125,499,996 

东冠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58% 123,000,000 0 质押 109,650,000 

汇光国际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8.59% 77,776,920 0 质押 76,000,000 

廖创宾 境内自然人 2.90% 26,221,690 19,666,267 质押 19,919,973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87% 16,900,000 0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粤

财信托－汇鸿创利 1 号结

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定增精选 26 号 

其他 1.83% 16,582,914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74% 15,747,889 0   

平安资管－平安银行－平

安资产创赢 5 号资产管理

产品 

其他 1.50% 13,567,839 0   

龚锦棠 境内自然人 0.91% 8,262,289 0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 

其他 0.67% 6,030,150 6,03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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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 253,643,040 人民币普通股 253,643,040 

东冠集团有限公司 12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3,000,000 

汇光国际有限公司 77,776,920 人民币普通股 77,776,920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 
16,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00,000 

中意资管－招商银行－粤财信托－汇鸿 16,582,914 人民币普通股 16,582,914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创利 1 号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定

增精选 26 号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747,889 人民币普通股 15,747,889 

平安资管－平安银行－平安资产创赢 5

号资产管理产品 
13,567,839 人民币普通股 13,567,839 

龚锦棠 8,262,289 人民币普通股 8,262,289 

廖创宾 6,555,423 人民币普通股 6,555,423 

刘吉贵 5,713,526 人民币普通股 5,713,5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10 名股东中，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东冠集团有限公司、汇光国际

有限公司为公司发起人股东，他们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廖创宾先

生为汕头市潮鸿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公司董事和总经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系公司开立的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

份；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系公司开立的员工持股计

划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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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龚锦棠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262,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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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比例 说明 

交易性金融资产 812,968,246.55 - 812,968,246.55 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准则，将委托理财产品金

额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应收票据 1,195,431.86 807,938.26 387,493.60 47.96% 
主要系本期应收商场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增

加所致。 

应收账款 292,268,037.16 201,428,559.45 90,839,477.71 45.10% 
主要系本期联营店销售结算增加，应收联营

百货公司货款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33,030,461.06 21,630,639.05 11,399,822.01 52.70% 主要系本期依约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7,346,957.47 613,882,320.40 -556,535,362.93 -90.66%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准则，将其中的委托理财

产品金额重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99,700,565.54 -99,700,565.54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准则科目，重分类为其他

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9,700,565.54 - 99,700,565.54 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准则，将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重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所致。 

在建工程 19,369,510.00 10,203,161.55 9,166,348.45 89.84% 
主要系本期置业公司总部大楼建设项目支

出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276,418.22 32,956,349.39 -10,679,931.17 -32.41% 
主要系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减少，对应应计

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短期借款 463,876,800.00 320,000,000.00 143,876,800.00 44.96% 主要系本期增加借款所致。 

交易性金融负债 343,817,040.00 - 343,817,040.00 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准则，将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重分类

为交易性金融负债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负债 

- 335,297,000.00 -335,297,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执行新准则，重分类为交易性金

融负债所致。 

应付利息 24,974,568.31 16,783,286.26 8,191,282.05 48.81%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比例 说明 

税金及附加 17,779,596.93 12,591,387.74 5,188,209.19 41.20% 主要系本期直营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利息收入 1,422,654.72 922,922.75 499,731.97 54.15% 主要系本期定期存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122,348.29 922,950.20 -800,601.91 -86.74%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12,696.77 19,837.80 92,858.97 468.09% 主要系本期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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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比例 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95,205,476.47 -44,791,525.38 -250,413,951.09 559.07% 

主要系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84,263,449.84 -106,211,100.79 290,474,550.63 -273.49% 主要系本期借款金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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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12月20日开市起停牌。2018年1月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的事项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需按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履行相关程序，经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8年1月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8年3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相关公告。2018年3月30日，公司收到深交所《关于对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公司与各中介机构

就问询函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认真核查、落实和回复，并于2018年4月16日披露了本次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4月16日开市起复牌。 

2018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本次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

司对本次重组交易方案进行了调整，并于2018年10月22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

相关公告。 

2018年11月6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

相关议案。 

2018年11月8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本次重组的申请文件。 

2018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 

2018年12月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19年1月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共青城潮尚精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共青城复轩时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德奋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的议案》、

《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案》，因交易方案发生调整，同意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

撤回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 

2019年1月14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申请》，并

已收到了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中国证监会决定终止对公司本次行政许可申请的

审查。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方案调整的各项工作，并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

务。以上相关公告文件均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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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公告 
2019 年 01 月 09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

联交易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

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2019 年 04 月 11 日 

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

查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7月9日、2018年7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8年8月9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2018年8月9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回购股份。2018年9月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1%

暨回购进展的公告》。股份回购期间，公司按规定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已经届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且回购实施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回

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自2018年8月9日首次实施股份回购至2019年1月26日股份回购完毕期间，累计通过公司股票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数量16,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7%，最高成交价为6.95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4.42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100,553,61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将按规定在条件成熟后尽快制定股权激励方案或员工持股计

划并予以实施。若公司未能实施上述计划或实施上述计划时未能将回购股份全部授出，公司将依法对未授出的回购股份予以

注销。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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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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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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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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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