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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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张晓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焦君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运乃云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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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83,927.35 92,241,297.59 -51.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880,927.97 -15,078,243.52 -6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5,844,982.37 -16,745,334.31 -54.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6,294,114.75 -39,243,912.58 217.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6% -1.2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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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934,339.85 1,526,630,715.79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88,898,915.06 1,213,772,842.83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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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33.09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503,8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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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921.3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708.23  

减：所得税影响额 44,846.27  

合计 964,05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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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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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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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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15% 189,230,000 0   

张建浩 境内自然人 3.76% 22,140,000 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3% 7,250,500 0   

肖逸民 境内自然人 0.19% 1,106,100 0   

郭春玲 境内自然人 0.18% 1,050,900 0   

叶明 境内自然人 0.16% 970,200 0   

王伟民 境内自然人 0.14% 851,000 0   

李克明 境内自然人 0.14% 809,150 0   

马永生 境内自然人 0.10% 606,100 0   

康海瑞 境内自然人 0.10% 60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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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89,2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230,000 

张建浩 22,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4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7,250,500 人民币普通股 7,250,500 

肖逸民 1,10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6,100 

郭春玲 1,05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050,900 

叶明 970,200 人民币普通股 970,200 

王伟民 8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851,000 

李克明 809,150 人民币普通股 809,150 

马永生 606,1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100 

康海瑞 603,100 人民币普通股 603,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股东天津赛象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张建浩与上市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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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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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额) 

期初余额 

(或上年金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1,319,081.60 138,926,551.22 44.91% 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订单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135,034,736.82 82,427,215.52 63.82% 本期金融衍生品业务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23,051,559.16 11,543,419.66 99.69% 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订单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16,450,651.74 188,320,055.85 -38.16% 主要是由于待抵扣税金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496,554.60 1,609,329.27 -69.15% 主要是由于本期设备付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66,434,663.01 15,676,956.69 323.77% 主要是由于本期销售订单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 10,878,028.98 -100.00% 上期待支付职工薪酬本期发放 

其他流动负债 338,393.10 - 100.00% 按照会计准则预提费用 

营业收入 44,383,927.35 92,241,297.59 -51.88% 主要是由于按合同约定本期发货量下降所致 

营业成本 31,284,667.08 63,130,453.97 -50.44% 收入下降，成本同趋势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910,191.47 3,977,030.40 -77.11% 本期销售收入下降导致附税有所下降 

财务费用 6,167,502.69 9,080,790.63 -32.08% 主要是由于本期汇率波动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782,315.74 1,697,782.68 63.88% 按照会计政策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其他收益 709,593.57 3,505,427.86 -79.76% 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228,016.72 129,125.76 76.58% 主要是由于为联营公司收益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7,708.23 243,816.44 -103.16% 主要是由于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 2,334.00 -100.00% 本期无捐款支出及其他非经营项目支出 

所得税费用 -158,792.12 267,289.10 -159.41% 主要是由于本期亏损以及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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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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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赛象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原：天津市橡塑机械研

究所有限公司）和实际控

制人张建浩先生,公司其

他自然人股东张芝泉先

生、董哲锦先生和汤静先

生 

 

为保证股份公司的长远利益，

本公司/本人今后将不以任何

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

司相同、雷同或交叉之相竞争

的任何业务活动。本人现未自

营或为其他第三方从事与赛象

科技相同或相似产品的生产、

经营，本人郑重承诺，今后不

投资与赛象科技已经或拟订生

产、经营产品相同或相似产品

的生产、经营，不为其他第三

方从事相同或相似产品的生产

经营活动，不从事与该公司相

竞争的任何经营活动。 

2008 年 01

月 08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赛象

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原：天津市橡塑机械研

究所有限公司）和实际控

制人张建浩先生 

 

1、本人/本公司目前拥有的和

未来即将拥有的专利和非专利

技术全部无条件许可赛象科技

独家、永久、无偿使用，且本

人/本公司不再使用；2、除境

内外相关受理机构对专利的申

请人资质要求使赛象科技直接

申请专利受限外，本人将不再

直接申请任何专利；3、本人/

本公司承诺并保证在赛象科技

上市后，上述承诺仍将持续有

效。 

2009 年 10

月 22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本公司运用闲置募集资金和超

募资金投资的品种为保本型银

行理财产品，上述投资品种不

涉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2013 年 03

月 12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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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备忘录第 30 号-风险投资》

的规定，风险较低，收益明显

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是公

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使用效

益的重要理财手段。公司不会

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

机构购买以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等为主要投资标的的高风险理

财产品。公司投资的银行理财

产品不得用于质押。闲置募集

资金理财产品、自有资金理财

产品分开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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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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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利润为负值 

2019 年 1-6 月净利润（万元） -3,354.18 至 -1,018.05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833.9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行业淡季影响，经营业绩改善效果不显著，预计后半年业绩会有

大幅提升。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金融衍生工

具 

134,430,000.0

0 
535,921.30 0.00 270,788,400.00 

218,716,800

.00 
492,778.48 

135,034,736

.82 
自有资金 

合计 
134,430,000.0

0 
535,921.30 0.00 270,788,400.00 

218,716,800

.00 
492,778.48 

135,034,736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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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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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