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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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永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华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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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384,391.44 500,475,797.27 -1.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3,845,494.12 26,197,846.26 -47.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904,896.06 23,523,090.10 -6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27,568.41 -51,957,376.76 103.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0.0314 -47.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66 0.0314 -47.1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1.45%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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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7,907,694.36 3,671,109,648.88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08,823,617.00 1,794,978,702.25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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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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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02,770.3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6,272.0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985,326.6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381.75  

合计 5,940,59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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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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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兴控股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78.66% 655,398,603 655,398,603 质押 298,131,000 

睿士控股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4.21% 35,110,639    

温州博德真空镀

铝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0% 4,186,046 4,186,046 质押 4,186,046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23% 1,880,860    

吴武良 境内自然人 0.20% 1,655,532 1,241,649   

王策 境内自然人 0.20% 1,627,907  质押 1,627,907 

黄明金 境内自然人 0.20% 1,627,907    

林建高 境内自然人 0.20% 1,512,845 1,134,634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17% 1,392,300    

吕寅生 境内自然人 0.14% 1,147,350  质押 7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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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睿士控股有限公司 35,110,639 人民币普通股 35,110,63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80,860 人民币普通股 1,880,860 

王策 1,627,907 人民币普通股 1,627,907 

黄明金 1,627,907 人民币普通股 1,627,90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92,300 人民币普通股 1,392,300 

吕寅生 1,147,350 人民币普通股 1,147,350 

宋扬 964,730 人民币普通股 964,730 

信诚基金－中信证券－广州金控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903,888 人民币普通股 90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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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家建 858,985 人民币普通股 858,985 

王江 847,990 人民币普通股 847,99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睿士控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之一，吴武良

和林建高为公司高管或监事，温州博德真空镀铝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发行股份收购温州博

德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的交易对方之一。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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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03,132,459.26 215,190,088.87 -52.07% 
主要系本报告期票据到期托收，使得期末应收票据减

少所致。 

其他应收款 9,330,421.05 4,712,047.51 98.0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昇兴西安土地保证金所致。 

在建工程 375,391,548.31 546,343,931.81 -31.29% 
主要系本报告期在建工程验收完工结转固定资产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26,494,348.40 7,070,923.88 274.69% 
主要系本报告期租赁的建筑物改造费用增加改造所

致。 

预收款项 24,185,262.45 14,936,139.46 61.92% 主要系本报告期预收客户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5,621,578.75 27,825,804.58 -43.86% 主要系本报告期支付上年计提员工年终奖所致。 

长期借款 271,074,965.84 140,000,000.00 93.62% 主要系本报告期灌装二期固定资产贷款增加所致。 

递延收益 37,677,527.29 28,327,197.65 33.0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所致。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 753,897.87 -2,090,001.31 136.07% 
主要是去年同期一季度，按时收回了客户的应收账

款，使得去年同期资产减值损失冲回。 

其他收益 7,302,770.36 3,818,469.17 91.25%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综合收益总额 11,567,874.89 26,359,857.78 -56.12% 主要系报告期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927,568.41 -51,957,376.76 103.71% 

主要系本报告期收到客户货款增加及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383,195.08 -123,505,103.47 72.97% 主要系本报告期固定资产购置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6,502,379.82 149,238,513.12 -75.54% 主要系本报告期归还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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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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 年 1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昇兴

股份与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福建昇兴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昇兴云”）的少数股东福建云布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云

布施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云布施集团以零对价转让其持有的昇兴云 20%的股权给本公司并由本公司承担云布施

集团尚未向昇兴云缴纳的出资额 105 万元的出资义务，详见 2019 年 1 月 18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9-003）。2019 年 4 月 1 日，昇兴云完成工商变更，昇兴云成为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签署备忘录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根据备忘录的约定，公司与池秀明、熊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福州创星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

股权以 6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池秀明，并在股权转让完成的情况下，终止公司相关的支付补充交易对价义务以及相关当事人

的利润承诺及补偿义务，（详见公司公告 2019-009 号）；截止第一季度报告发布日，上述股权转让尚未完成。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

期 

临时报告披

露网站查询

索引 

2019 年 1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

权的议案》。昇兴股份与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福建昇兴云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昇兴云”）的少数

股东福建云布施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云布施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云布施集团以零对价转

让其持有的昇兴云 20%的股权给本公司并由本公司承担云布施集团尚未向昇兴云缴纳的出资额 105 万

元的出资义务，详见 2019 年 1 月 18 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为 2019-003）。2019 年 4 月 1 日，昇兴云完成工商变更，

昇兴云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019 年

01月18

日 

2019-003 

2019 年 3 月 2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签署备

忘录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备忘录的约定，公司与池秀明、熊鹰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

福州创星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0%股权以 62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池秀明，并在股权转让完成的情况

下，终止公司相关的支付补充交易对价义务以及相关当事人的利润承诺及补偿义务，（详见公司公告

2019-009 号）；截止第一季度报告发布日，上述股权转让尚未完成。 

2019 年

03月30

日 

201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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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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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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永贤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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