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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51                          证券简称：创元科技                          公告编号：dq2019-02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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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春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殷汉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马翔峰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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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34,355,101.30 719,046,077.25 16.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351,224.00 18,877,966.94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5,299,738.81 14,628,234.22 4.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778,335.62 38,028,663.85 -55.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 0.05 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9 1.16 0.03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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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9,334,106.27 4,379,788,960.91 0.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65,436,540.86 1,619,366,898.99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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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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42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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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7,972.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7,262.6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3,345.3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236,139.2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26,527.48  

合计 4,051,485.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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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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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5.77 143,125,054 0 - - 

徐  东 境内自然人 4.999 19,999,606 0 - - 

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0 10,009,534 0 - - 

张  铂 境内自然人 2.10 8,411,339 0 - - 

王柯华 境内自然人 2.07 8,289,950 0 - - 

张  铱 境内自然人 0.89 3,552,550 0 - - 

陈  良 境内自然人 0.68 2,719,000 0 - -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48 1,939,826 0 - - 

季法强 境内自然人 0.45 1,810,000 0 - - 

陈述秋 境内自然人 0.43 1,726,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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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43,125,054 人民币普通股 143,125,054 

徐  东 19,999,606 人民币普通股 19,999,606 

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9,534 人民币普通股 10,009,534 

张  铂 8,411,339 人民币普通股 8,411,339 

王柯华 8,289,950 人民币普通股 8,289,950 

张  铱 3,552,550 人民币普通股 3,552,550 

陈  良 2,719,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19,000 

法国兴业银行 1,939,826 人民币普通股 1,939,826 

季法强 1,8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10,000 

陈述秋 1,726,782 人民币普通股 1,726,78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苏州创元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上述其他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 

1、个人股东徐东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9,994,606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5,000股，共计持有 19,999,606 股；  

2、个人股东张铂通过华泰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8,243,939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67,400股，共计持有 8,411,339 股； 

3、个人股东王柯华通过中国国际金融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8,147,850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42,100 股，共计持有 8,289,950股； 

4、个人股东张铱通过招商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3,170,05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82,500股，共计持有 3,552,550 股； 

5、个人股东陈良通过华泰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2,719,000

股； 

6、个人股东季法强通过东吴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500,000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310,000股，共计持有 1,810,000 股； 

7、个人股东陈述秋通过中信建投证券信用交易担保账户持有

1,710,182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16,600股，共计持有 1,726,7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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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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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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说明 

项    目 2019.03.31 2018.12.31 
增减变动

幅度（%） 
增减变动额（元） 变动情况及原因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00 262,917,851.68 -100.00  -262,917,851.68 

主要系本期初公司开始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原“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项目核算内容，调整至“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项目核算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98,582,112.56 0.00 100.00  298,582,112.56 

主要系本期初公司开始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原“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项目核算内容，调整至“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项目核算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 146,977,908.78 90,169,907.15 63.00  56,808,001.63 
主要系本期公司将已竣工交付

的在建工程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所致。 

在建工程 31,164,063.97 136,842,368.74 -77.23  -105,678,304.77 

主要系本期公司将已竣工的在

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

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084,378.78 1,925,357.67 112.14  2,159,021.11 
主要系本期公司厂房装修费用

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0,286,871.49 30,621,783.92 -66.41  -20,334,912.43 
主要系本期公司预付的工程及

设备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198,178,622.45 376,500,882.49 -47.36  -178,322,260.04 
主要系公司前期预收账款本期

实现销售所致。 

应交税费 20,966,991.64 10,417,541.92 101.27  10,549,449.72 
主要系公司销售增加，应交增值

税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说明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变动

幅度（%） 
增减变动额（元） 变动情况及原因 

销售费用 32,901,050.70 25,119,389.37 30.98  7,781,661.33 
    主要系本期公司市场拓展投入

加大及美国加征关税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639,062.06 -1,005,442.13 36.44  366,380.07 
    主要系本期公司联营企业利润

同比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30,605.45 1,849,673.33 -101.65  -1,880,278.78 

   主要系本期开始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计提的坏账准备由“资产减值

损失”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项目

核算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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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减值损失 1,743,776.61 0.00 100.00  1,743,776.61 

    主要系本期开始执行新金融工

具准则，计提的坏账准备由“资产减

值损失”调整至“信用减值损失”项

目核算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74,428.86 55,711.14 -233.60  -130,140.00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发生

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1,002,644.72 351,769.20 185.03  650,875.52 
主要系本期公司营业外收入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265,382.12 184,372.14 43.94  81,009.98 
主要系本期公司报废固定资产

损失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及原因说明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变动

幅度（%） 
增减变动额 变动情况及原因 

收到的税费返还 14,240,982.74 5,490,091.88 159.39  8,750,890.86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到出口退税

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18,630,022.91 28,936,100.75 -35.62  -10,306,077.84 

主要系本期公司收回的保证金

减少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016,895.79 54,050,562.93 -35.21  -19,033,667.14 
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企业所得

税减少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73,201,035.36 36,651,755.85 99.72  36,549,279.51 

主要系本期公司支付的保证金

增加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

金净额 

1,561,525.35 102,171.30 1428.34  1,459,354.05 
主要系本期公司处置固定资产

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57,828,654.25 38,307,547.30 50.96  19,521,106.95 
主要系本期公司购建固定资产增

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181,000,000.00 135,000,000.00 34.07  46,000,0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借款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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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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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投资成本

（元）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

公允价值变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股票 600919 
江苏 

银行 
22,201,155.03 

公允

价值

计量 

235,111,594.20 0.00 154,442,852.45 0.00 0.00 0.00 228,074,240.36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自有

资金 

合  计 22,201,155.03 -- 235,111,594.20 0.00 154,442,852.45 0.00 0.00 0.00 228,074,240.36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2019年 3月 25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ls2019-A09）”。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2019年 4月 19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

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ls2019-A18）”。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安排专人接听投资者电话，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报告期内，回答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互动平

台问题 22 个，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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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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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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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春奇 

2019 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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