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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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若鹏、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治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赵治亚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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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90,452.72 93,716,364.06 -1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579,132.96 12,082,034.06 -28.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07,387.93 5,994,416.74 -48.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5,923,419.01 35,405,808.15 -116.7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1 -6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 0.01 -6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1% 0.1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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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42,237,917.76 8,199,734,816.68 0.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02,539,362.31 7,593,960,229.35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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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4,746.3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549,205.2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8,830.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3,375.79  

合计 5,471,745.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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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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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达孜映邦实

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60% 917,952,313 917,952,313 质押 867,350,865 

达孜县鹏欣环球

资源投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0% 178,821,878 178,821,878 质押 178,821,000 

桐庐岩嵩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9% 167,854,136 167,854,136 质押 167,854,090 

西藏达孜巨力华

兴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3% 95,371,668 95,371,668 质押 95,200,000 

俞龙生 境内自然人 4.33% 93,205,361 0   

北京天汇强阳投

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3.55% 76,535,763 76,535,763 质押 56,727,000 

郑玉英 境内自然人 3.42% 73,697,265 0   

西藏达孜顺宇居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 71,528,751 71,528,751 质押 71,528,751 

深圳光启空间技

术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 71,528,751 71,528,751 质押 71,528,751 

西藏达孜盈协丰

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8% 55,553,996 55,553,996 质押 47,634,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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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龙生 93,205,361 人民币普通股 93,20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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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英 73,697,265 人民币普通股 73,697,265 

姜照柏 44,0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44,010,500 

姜雷 23,032,379 人民币普通股 23,032,379 

俞旻贝 18,857,830 人民币普通股 18,857,830 

#石庭波 9,496,482 人民币普通股 9,496,482 

#石健均 2,909,060 人民币普通股 2,909,0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88,636 人民币普通股 2,388,636 

#金燕 2,100,06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60 

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

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1,653,204 人民币普通股 1,653,20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大股东中西藏达孜映邦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与深圳光启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为同

一实际控制人关系，俞龙生与郑玉英为夫妻关系。俞旻贝为俞龙生、郑玉英之女，姜照

柏与姜雷为兄弟关系，姜照柏是达孜县鹏欣环球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石庭波通过安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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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3,552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32,93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9,496,482 股。石

健均通过安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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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1,06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38,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909,060 股。金燕

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100,060 股，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2,1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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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其他流动资产 15,644,094.87 814,911,329.31 -98.08% 主要系公司理财产品到期赎回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7,082,040.12 26,740,787.13 38.67% 
主要系光启超材料银星厂房装修于本期验收并计入长

期待摊费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26,425,191.80 15,872,952.71 66.48% 主要系预付土地保证金 

短期借款 63,257,598.26 3,257,598.26 1841.85% 系本期较期初银行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 4,890,618.18 9,808,040.56 -50.14% 主要系前期税费实际缴纳所致 

其他应付款 3,604,691.12 5,586,742.09 -35.48% 主要系期初按照权责发生制预提的费用本期支付所致 

 

2、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17,300,977.04 12,748,904.70 35.71% 
主要系较上年同期本报告期内公司超材料业务研发投

入有所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934,055.83 -2,062,797.88 145.28% 
主要系由于受期末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余额及账龄

的影响 

投资收益 1,549,205.23 6,681,591.51 -76.81% 较上年同期理财收益减少 

所得税费用 2,898,726.29 8,189,059.65 -64.60% 主要系受本期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 

 

3.现金流量表变动原因说明: 

1、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923,419.01元，减幅为116.73%，主要系较上年同期销售回款减少所致。 

2、本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949,538,586.98元，增幅为1595.65%，主要系期初受限资金本期赎回所致。 

3、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7,270,453.43元，减幅为42.85%，主要系较上年同期本期融入的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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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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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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