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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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莺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丽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倪晓燕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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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954,292,597.48 6,648,302,170.82 4.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08,627,447.22 3,008,215,708.40 6.6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987,442,262.52 20.46% 2,668,081,351.92 26.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75,719,154.58 390.88% 317,537,849.60 -2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1,492,153.84 83.71% 271,284,301.67 71.8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5,715,219.63 -42.50% 256,139,880.90 -7.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7 325.00% 0.360 -25.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7 325.00% 0.360 -25.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9% 4.34% 10.10% -4.4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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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24,4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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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67,4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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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1,721.0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062,831.8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501,259.9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15,931.86  

合计 46,253,547.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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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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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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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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莺妹 境内自然人 18.33% 161,150,400 120,862,800 质押 132,050,879 

何人宝 境内自然人 12.67% 111,400,000 83,550,000 质押 111,399,696 

海通证券资管－工商银行－海通

投融宝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6.03% 53,000,632 0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6% 34,764,600 0 质押 19,814,600 

中国医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1% 22,975,270 0   

曾鸿斌 境内自然人 1.29% 11,318,65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20% 10,535,878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持续成长主题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7% 9,403,332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6% 6,717,379 0   

何永前 境内自然人 0.57% 4,96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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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通证券资管－工商银行－海通投融宝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3,000,632 人民币普通股 53,000,632 

王莺妹 40,287,600 人民币普通股 40,28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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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34,764,600 人民币普通股 34,764,600 

何人宝 27,8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850,000 

中国医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2,975,270 人民币普通股 22,975,270 

曾鸿斌 11,318,650 人民币普通股 11,318,65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阿尔法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535,878 人民币普通股 10,535,87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持续成长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403,332 人民币普通股 9,403,3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

优势行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717,379 人民币普通股 6,717,379 

何永前 4,967,510 人民币普通股 4,967,51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何人宝先生与王莺妹女士是夫妻关系，两人持有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100%

股权。除此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余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人，也未知前 10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公司本期前十大股东中，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14,950,000 股，何永前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4,967,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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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资产负债表 

1、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113.59%，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上海浓辉贸易预付款增加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75.12%，主要是出口退税和保证金增加所致； 

3、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97.36%,主要是永太手心和滨海美康工程预付款增加所致； 

4、应付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50.37%，主要是本期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47.31%，主要是个别子公司发放年终奖所致； 

6、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60.02%,主要是本期一年内融资租赁增加所致； 

7、其他流动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54.88%,主要是本期内对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所致； 

8、长期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284.15%，主要是本期一年以上融资租赁增加所致； 

9、库存股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54.88%，主要是本期内对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所致； 

10、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47.46%，主要是本期内外币汇率差所致； 

11、专项储备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96.18%，主要是本期内安全费用使用增加所致。 

二、利润表 

1、税金及附加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30.35%，主要是本期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2、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41.74%，主要是佛山手心上年同期销售人员工资费用、广告费投入较大所致； 

3、财务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799.07%，主要是外币汇率差汇兑损失增加所致； 

5、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58.88%，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6、投资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4220.12%，主要是本期出售部分富祥股票所致； 

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182.63%，主要是本期富祥股票股价上涨所致； 

8、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14,297,280.23元，主要是本期紫金港公寓出售所致； 

9、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56.16%，主要是本期工伤减少因此工伤赔付金额下降所致； 

10、利润总额本期较上年同期增长400.52%，主要是销售增长、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长、资产处置收益增长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66.77%，主要是本期内支付股利和回购激励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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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永太科技诉美赛达按照公司增资金额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美赛达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回购所持有美赛

达的股份 

2018 年 02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2018-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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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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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28,156,385.62 34,441,976.12  0.00 41,323,602.17 286,475,958.64 307,711,908.92 
自有 

资金 

其他 62,401,072.00   0.00 0.00 0.00 62,401,072.00 
自有 

资金 

合计 90,557,457.62 34,441,976.12 0.00 0.00 41,323,602.17 286,475,958.64 370,112,980.92 --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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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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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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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7 月 1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04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9 月 4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9 月 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9 月 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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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09 月 16 日 其他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9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17 日 其他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9 月 1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18 日 其他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9 月 1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19 日 其他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9 年 9 月 1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莺妹  

2019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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