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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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梁秉聪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董事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工作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焦玉文

公司负责人陈义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曾启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绍兵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2

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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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189,826,326.93

987,909,392.80

20.44%

-75,242,512.51

86,298,296.91

-187.19%

-77,478,718.02

81,587,608.19

-194.96%

137,290,471.30

262,871,610.54

-47.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06

0.1268

-187.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06

0.1268

-187.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2%

1.95%

-4.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1,258,066,373.94

11,308,342,375.55

-0.44%

2,451,478,162.30

2,526,720,674.81

-2.9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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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6,55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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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3,205,137.50
-215,105.34
749,147.58
11,237.22
2,236,205.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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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43,828

0

东总数（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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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押或冻结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新能国际投资有

股份状态

数量

23.41%

159,302,851

质押

155,899,144

8.99%

61,183,714

质押

48,300,000

5.10%

34,708,460

质押

27,300,000

3.83%

26,074,301

质押

26,049,800

2.87%

19,520,103

2.48%

16,846,674

陈义和

2.05%

13,963,048

13,963,048 质押

13,860,000

彭晓雷

1.56%

10,587,220

1.42%

9,661,706

冻结

9,661,706

1.29%

8,795,306

限公司
联中实业有限公
司
益豪企业有限公
司
新余中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

江苏中赛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
招商财富－招商
银行－民商 1 号
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数量

159,302,851 人民币普通股

159,302,851

联中实业有限公司

61,183,714 人民币普通股

61,183,714

益豪企业有限公司

34,708,460 人民币普通股

34,708,460

新余中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074,301 人民币普通股

26,074,30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9,520,103 人民币普通股

19,5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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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6,846,674 人民币普通股

16,846,674

彭晓雷

10,587,220 人民币普通股

10,587,220

9,661,706 人民币普通股

9,661,706

8,795,306 人民币普通股

8,795,306

6,7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720,000

江苏中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招商财富－招商银行－民商 1 号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长治市东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陈义和持有新能国际 90%股权，2012 年 2 月 24 日，新能国际与新余中讯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书》，转让后，新能国际直接持有新余中讯 100%股权，此之外，上述其他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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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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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目前公司仍有部分历史遗留的“股转债”债券未进行登记。同时，截至报告期末，委托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安信信托-安桥-领先科技589.6 万股已经全部出售，收回资金70,866,828.52 元，公司已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偿还上述“股
转债”形成的债务本息。截止2019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偿还股转债务合计39,084,564.90元（其中本金22501724.00元，利息
16582840.90元含税），尚余7,042,099.14元未付。

2、公司因出现可能对债券价格造成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公司15金鸿债于2018年5月17日开市起停牌。公司应当于2018年8
月27日支付“15金鸿债已登记回售债券的本金和利息（合称回售款），以及未登记回售债券的利息。截止2018年8月27日，公
司未能支付“15 金鸿债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期债券的第三期利息和回售款。目前公司一直在积极通过处置资产、引入战略投资
者等方式努力筹措相关资金，同时与各方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力争尽早解决相关债务问题。公司于2018年10月22日及11
月2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九次会议及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15 金鸿债”（债券代码：
112276.SZ）的债务清偿方案》（详情请参阅2018年10月23日披露的《关于“15 金鸿债”（债券代码：112276.SZ）的债务清
偿方案》，根据清偿方案，公司已于2018年12月18日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完毕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股权出质登记手续，持有“15金鸿债”本金金额共计78993.70万元的持有人分别与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债
务清偿协议》或《债务和解协议》，分别与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分别
与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油金鸿
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与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并于2018年12月31日前支付了自2017年8月27日至
2018年8月26日期间的利息，付息金额合计为人民币4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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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因资金周转困难，致使公司发行的“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6中油
金鸿MTN001，债券代码101662006）未能如期偿付应付本息，形成实质违约。截止报告期末，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9
年第一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及“16中油金鸿MTN001”2019年度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通过的《关于“16中
油金鸿MTN001”的债务清偿方案，持有16中票的所有债权人分别与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债务清偿协议》或
《债务和解协议》，分别与新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分别与中油金鸿天然
气输送有限公司、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保证合同》；2019年3月7日，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与太平洋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了股权出质登记手续，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中油金鸿华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质股权数额为
69000万元/万股，出质人为中油金鸿天然气输送有限公司，质权人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关于“16中油金鸿
MTN001”（代码：101662006）的债务清偿方案》、《债务清偿协议》和《债务和解协议》，公司需于2019年3月31日前向
中票持有人支付剩余一半利息。公司已于2019年3月29日自行向全部中票持有人支付了上述利息款，付息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000万元。

4、公司诉江苏中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2018年5月23日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原、被告于2015
年9 月7 日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原告收购被告持有北京正实同创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25.2%的股权。《股权转让
协议》约定被告进行业绩承诺：北京正实同创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2015 年至2017 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2.4 亿元。原告支
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扣除税款后全部用于购买原告公司股票，所购股票在业绩承诺期内锁定，用于担保业绩承诺。若北京正实
同创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业绩承诺未完成，需扣减被告用于担保业绩承诺的股票，该扣减股票变现后所得款项归原告所有，
作为业绩补偿。现被告未实现协议约定的北京正实同创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的业绩。根据业绩承诺补偿条款，被告应补偿
扣减股票数为7,616,786股。原告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扣减被告持有的原告公司的7,616,786股股票，并判决将以上股票变现后所
得价款作为业绩补偿金支付给原告，或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相当于7,616,786股股票价值的业绩补偿金；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详情请参阅2018年8月11日披露的《重大诉讼公告》。截止披露日，公司已申请了财产保全，法院据此查封冻结了对方7616786
股股票，2018年12月13日收到一审判决，胜诉。对方已上诉。定于2019年4月29日开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全资子公司与临湘市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就临湘市码头物流项目、天然气船用
LNG 加注站等项目达成项目合作意向，

2013 年 08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3-031）

并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全资子公司与苏州宿迁工业园区管理委
员会及中龙建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就
苏州宿迁市工业园区投资建设天然气分
布式能源项目及天然气利用工程项目达

2013 年 08 月 21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3-037）

成了合作意向，并签署签署了《宿迁天
然气项目投资协议》
本公司就位于衡山县与衡阳县交界处的
界牌瓷业托管资产出让事宜与衡阳市政
府达成一致，并签订了《项目合作框架

2014 年 08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4-033）

协议》
本公司与中船重工（上海）新能源有限
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在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生物质能等其他新

2016 年 08 月 16 日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2016-033）

能源及能源创新、能源互联网、智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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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智能环保等多个能源利用领域实施
全面战略合作达成合作意向
本公司与梁金达签署了《合作框架协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

议》，就其控制下的 80 座加油站达成合 2016 年 04 月 14 日

2016-034）

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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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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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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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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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不适用

2019 年 03 月 05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不适用

2019 年 03 月 22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不适用

2019 年 03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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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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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