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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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刘进、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朝容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蔡军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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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87,122,047.86 1,259,521,343.04 32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096,876,190.80 1,050,819,245.27 19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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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8,774,987.96 801.18% 3,168,752,516.88 77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3,607,832.51 1,396.91% 271,141,598.21 75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0,064,483.15 2,492.29% 264,140,754.06 1,124.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21,449,979.30 -16.57% 113,415,347.04 144.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34 898.03% 0.7293 473.8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48 869.74% 0.7104 458.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5% 2.46% 9.85% 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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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1,632.30 公司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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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3,168.69 

公司收到企业研究开发补助、

企业生产扶持款等政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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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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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168,253.81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所获利息收入等。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40,0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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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1,697,782.3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90.18  

合计 7,000,844.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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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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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进 境内自然人 15.41% 59,391,707 58,359,110 质押 42,714,200 

陈伟 境内自然人 14.96% 57,674,397 56,642,667 质押 38,335,425 

吴志雄 境内自然人 14.96% 57,674,397 56,642,667 质押 44,360,633 

鲍杰军 境内自然人 10.43% 40,202,134 40,202,134   

黄建起 境内自然人 6.17% 23,764,004 23,764,004   

陈细 境内自然人 1.79% 6,910,323 6,910,323   

庞少机 境内自然人 1.71% 6,574,553 6,285,553   

吴桂周 境内自然人 1.48% 5,698,650 5,698,65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兴

全趋势投资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2% 5,482,373 5,482,373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29% 4,976,868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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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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

长城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976,868 人民币普通股 4,976,868 

中国建设银行－上投摩根阿尔

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593,806 人民币普通股 4,593,806 

黄振龙 4,134,160 人民币普通股 4,134,1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投

摩根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3,700,168 人民币普通股 3,700,16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LOF） 

2,994,332 人民币普通股 2,994,33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2,395,482 人民币普通股 2,395,48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

江源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103,022 人民币普通股 2,103,02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466,573 人民币普通股 1,466,57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1,466,508 人民币普通股 1,466,508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投连－多策略优选 
1,324,487 人民币普通股 1,324,4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刘进、陈伟、吴志雄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对本公司进行共同控制。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

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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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元） 

期初数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74,528,951.48 8,500,000.00 1953.28%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报告期内

收到商票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1,289,421,498.10 85,785,637.55 1403.07%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预付款项 62,487,349.17 7,839,073.47 697.13%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本期预付

工程设备款增多所致。 

其他应收款 51,495,587.37 2,987,911.34 1623.46%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存货 457,846,548.17 125,299,149.63 265.40%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339,141,423.97 221,764,388.88 52.93%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报告期内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固定资产 754,854,994.79 133,561,131.53 465.18%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在建工程 439,465,765.98 1,760,713.32 24859.53%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报告期内

新增对外投资建设生产基地项目所致。 

无形资产 734,711,845.51 39,973,329.66 1738.01%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报告期新

增土地所致。 

商誉 521,370,170.16 - -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3,806,444.11 46,374.61 8108.03% 
系公司在报告期子公司场地硬化费用及展厅装修支

出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22,516,742.88 4,070,302.03 453.20% 系公司股权激励形成的未来可抵扣所得税费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666,176.01 32,157,125.65 -57.50%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043,927,365.98 35,448,544.25 2844.91%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预收款项 125,761,105.26 58,201,442.86 116.08%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3,363,163.58 8,820,775.32 164.87%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应交税费 53,779,486.44 6,788,364.70 692.23%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未交税费

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173,152,445.31 95,932,470.64 80.49%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139,400,000.00 - -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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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长期借款 325,000,000.00 - -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递延收益 16,786,461.91 3,510,500.00 378.18%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83,354,692.36 - -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股本 385,425,276.00 99,801,698.00 286.19% 系公司在报告期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资本公积 2,248,124,713.64 733,363,095.31 206.55%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二）年初至报告期末合并利润表项目 

合并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元） 

上年同期数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3,168,752,516.88 361,270,864.93 777.11%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公司建筑

陶瓷业务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2,074,339,449.77 257,619,394.02 705.20%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营业成本

随销售收入增加。 

税金及附加 29,808,737.52 3,766,865.13 691.34%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所缴税金

高于去年同期。 

销售费用 478,828,288.81 57,542,056.49 732.14%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销售收入

增长带来销售费用的增长。 

管理费用 135,140,158.33 21,820,786.85 519.32%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其中母公司1-9

月计提股权激励管理费用3,232.35万元。 

研发费用 113,444,484.18 8,167,916.82 1288.90%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财务费用 23,469,780.18 -1,729,371.97 -1457.13%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子公司欧神诺

在报告期支付贷款利息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6,960,475.83 5,809,199.60 364.10%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同时报告期内

计提减值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1,529,234.25 40,897.25 3639.21%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营业外支出 6,126,216.24 214,056.15 2761.97% 

利润总额 314,952,747.39 36,426,322.60 764.63% 系公司在报告期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收入增加带来

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的增长。 所得税费用 46,785,660.81 4,706,629.26 894.04%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元） 

上年同期数 

（元）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13,415,347.04 46,409,769.28 144.38% 主要系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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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67,595,067.95 -4,250,810.98 17957.61% 

主要系公司在报告期内向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手支

付现金对价，同时购建固定资产增多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01,127,348.56 54,948,822.60 630.00% 

主要系合并欧神诺财务数据，欧神诺在报告期内收到

借款所致。 

 

（四）重要子公司变化情况 

    报告期内，面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根据市场变化

情况快速做出相应的调整，及时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方案，促进欧神诺与存量工程客户合作份额的大幅度提升，并凭借欧神诺

自营工程先发的优势，加大力度和深度拓展其他大中型房地产开发商的市场份额。同时，欧神诺在零售渠道方面采用多元化

渠道布局与深耕，加速网点覆盖、实行通路与服务下沉：通过1）“全面布网”细分县级空白点；2）推动一、二线城市加快“城

市加盟合伙商、智慧社区服务店”深度布局。全面抢占更多、更好的入口位置，促进零售渠道的持续增长。并利用欧神诺多

年来积累的工程服务经验帮扶经销商开拓整装和工装市场，为零售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模式。2018年1-9月欧神诺实现营业收

入2,720,948,427.09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60.95%；实现净利润 254,337,662.65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6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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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签署《智能卫浴生产项目投资协议书》 

2018年7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项目

投资协议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本着平等互利、共谋发展的原则，签订《智能卫浴生产项目投资协

议书》，累计总投资约80,000万元，选址永川国家高新区三教产业园Ｅ03地块，建设智能马桶及马桶等生产线。具体内容请

见2018年7月18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拟与重庆市永

川区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3）。 

2、公司拟在重庆永川区三教镇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2018年7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配合公司发展

战略规划，发展陶瓷卫生洁具及智能卫浴业务，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0,000万元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重庆帝王洁具

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管理局最终登记为准），住所设在重庆市永川区三教镇，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

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工商设立登记、子公司管理层人员确定等事宜。《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0）

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3、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相关方拟放弃超额完成业绩奖励。 

2018年8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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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协议（三）>的议案》，为支持公司长远发展，分享公司未来发展成果，提高员工的凝聚力和上市公司竞争力，公司与重

大重组交易相关各方已经初步协商，鲍杰军、庞少机、陈家旺、丁同文、黄磊拟决定放弃2017年、2018年、2019年超额完成

业绩的奖励，并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四川帝王洁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三）》。公司将原拟奖励对象纳入上市公司未来长效激励体系（如股权激励、员工持股

计划等）。具体内容请见2018年8月25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相关方拟放弃超额完成业绩奖励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2）。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拟与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签署

《智能卫浴生产项目投资协议书》，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该事项。 

2018 年 07 月 18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拟在重庆永川区三教镇出资设立

全资子公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2018 年 8

月 16 日，该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2018 年 07 月 28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相关方拟放弃

超额完成业绩奖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公司 2018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事项。 

2018 年 08 月 25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和超短期融资券 2018 年 08 月 25 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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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8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530.00% 至 580.0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34,350.83 至 37,077.08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5,4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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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8 年 1 月，公司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欧神诺

已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同比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为合并欧神诺的

财务数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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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26,500 18,500 0 

银行理财产品 募集资金 15,500 11,500 0 

合计 42,000 30,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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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披露

在巨潮资讯网的《2018 年 8 月 30 日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8 年 09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1 日披露

在巨潮资讯网的《2018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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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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