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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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丙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杏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镜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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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3,115,377.99 5,581,600,908.18 3.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222,497,991.34 2,209,899,992.52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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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745,063.34 -8.34% 1,729,717,413.43 -8.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1,293,338.43 -42.38% 41,620,693.95 -3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383,168.96 -51.14% 31,142,727.07 -4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760,898,228.34 136.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2 -40.00% 0.043 -33.8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2 -40.00% 0.043 -33.8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减少 0.40 个百分点 1.88% 减少 1.0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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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998.53 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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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0,321.88 

主要是本期确认企业研究开发

省级财政补助项目资金

2,680,300.00 元，广州国际航运

中心集装箱运输扶持资金

1,221,620.00 元和广州市商务发

展专项资金 540,000.00 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331,653.13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7,318.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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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6,018,198.77 --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49,827.57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275,699.10 -- 

合计 10,477,96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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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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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省广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00% 251,536,212 0 - -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6% 14,157,600 0 - - 

朱照富 境内自然人 0.27% 2,624,851 0 - - 

广州市宏茂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2% 2,092,681 0 - - 

陈泽鹏 境内自然人 0.19% 1,875,462 0 - - 

卓辽志 境内自然人 0.19% 1,800,000 0 - - 

郭奎明 境内自然人 0.18% 1,700,000 0 -  

佛山富硕宏信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6% 1,589,953 0 - - 

江心 境内自然人 0.16% 1,560,900 0 - - 

陈俊豪 境内自然人 0.16% 1,5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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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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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51,536,212 人民币普通股 251,536,21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4,1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57,600 

朱照富 2,624,851 人民币普通股 2,624,851 

广州市宏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92,681 人民币普通股 2,092,681 

陈泽鹏 1,875,462 人民币普通股 1,875,462 

卓辽志 1,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00 

郭奎明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佛山富硕宏信投资有限公司 1,589,953 人民币普通股 1,589,953 

江心 1,560,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900 

陈俊豪 1,52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3,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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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 

上述股东中，广州市宏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00,000 股，通

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92,681 股；陈泽鹏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1,288,1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87,362 股；卓辽志通

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800,000 股；郭奎明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

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00,000 股；陈俊豪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5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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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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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 32.54%，主要是子公司佛山市易晟达科技有限公司玻璃盖板项目在建投入所致； 

2.预收款项比期初增加 151.34%，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预收售楼款增加所致； 

3.应交税费比期初增加 31.98%，主要是报告期末公司计提房产税较期初增加所致； 

4.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减少 34.16%，主要是公司已归还到期的中期票据本金和利息，公司应付利息减少以及控股子公司

佛山纬达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应付少数股东股利减少所致； 

5.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 94.39%，主要是公司归还 2018 年 3 月 18 日到期的 5.00 亿元中期票据所致； 

6.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 96.18%，主要是公司归还 5.00 亿元中期票据，并根据融资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增加银行借

款所致； 

7.长期应付款比期初减少 100.00%，主要是本期根据《委托管理框架合同》，公司依约退还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约

保证金 1.50 亿元所致； 

8.年初至报告期末，财务费用同比减少 30.12%，主要是本期公司利息支出减少和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其他收益同比增加 49.68%，主要是本期公司确认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支净额同比减少 191.89 万元，主要是本期公司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减少所致； 

11.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减少 30.53%，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的企业所得税返还减少所致； 

12.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增加 54.42%，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支付的增值税、所

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增加所致； 

13.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36.90%，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

司预收售楼款增加所致； 

14.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526.79 万元，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

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15.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 449.03 万元，主要是公司本期

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16.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96.53%，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

司收回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17.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63.92%，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

司购买的低风险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18.年初至报告期末，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156.98%，主要是公司本期归还 5.00 亿元中期票据所致； 

19.年初至报告期末，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同比增加 1,506.60 万元，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司佛山纬达光

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分配 2017 年少数股东股利所致； 

20.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及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公司已质押的定期存款及开具

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的保证金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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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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子公司佛山市易晟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晟达公司”）玻璃盖板项目 

易晟达公司主要从事应用于玻璃、有机及复合基板的光电纳米材料的研发及生产，重点针对 5G 通讯类消费电子用特种

陶瓷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主要产品为移动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盖板及触摸屏面板、车载显示面板、智能家电家居

面板、光学产品及陶瓷、金属配件等新型纳米材料的制备加工。面向消费电子、光学、新材料、机电仪器等行业，产品广泛

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车载触控屏、导航仪、数码相机、智能穿戴、智能家电家居等消费类领域及光学

元器件、特种功能纳米材料、玻璃、陶瓷及金属表面改性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项目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成立，截至本报

告期末，生产车间、厂房装修工程按照计划施工中，主设备、辅助设备已完成到厂调试验收，向意向客户提供样本进行试样

效果检测。 

 

2.公司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以下简称“上硅所”）合作成立石墨烯动力锂离子电池研发中心项目 

2016 年 3 月 1 日，公司与上硅所签署了《石墨烯在动力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研究及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共同成

立石墨烯动力锂离子电池研发中心，致力于石墨烯在动力锂离子电池及高分子膜材料的应用研究及产业化工作，重点攻克石

墨烯宏量制备、石墨烯在锂电池中的使用、技术与产品转化方面等关键问题，为公司发展新能源及新能源业务提供技术创新

支持。本项目研发总投入约为 5,00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支付上硅所 1,893.37 万元，中试线设备投入 444.60

万元。目前研发中心基于上硅所开发出的低缺陷、高分散石墨烯量产技术，针对石墨烯在动力电池中面临的产业化应用难题，

在石墨烯基动力电池研发上取得了进展，已研制出新型高导电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导电剂浆料，浆料分散性好，能应用于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和三元锂离子电池；已设计开发出高功率长寿命石墨烯基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和新型高功率石墨烯基锂离子

电池样本；目前项目已建成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完成 3.3Ah 能量型 18650 电池的小试线开发，能量密度达到 260Wh/kg，

并完成部分中试验证；完成 1.3Ah 高功率长寿命石墨烯 18650 电池的中试验证，实现 6 分钟充电达到 80%的容量。该类产

品可应用于电动工具、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项目相关技术已申请发明专利 14 项，其中已授权 12 项。公司还开展了

石墨烯在高分子材料的应用研究，如利用乙二醇石墨烯悬浮液进行 PET 合成等实验。 

 

3.控股子公司佛山易事达电容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事达公司”）新能源金属化镀膜项目 

易事达公司新能源金属化镀膜项目于 2017 年 10 月经佛塑科技领导班子会议审批通过，项目计划总投资 1,325.00 万元，

主要生产新能源型金属化镀铝膜，金属镀层厚度在 5µm 以下，产品精度要求较高。主要用于工业和医疗、电子电源、太阳

能和风力发电、纯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等领域使用的电容器方面。截止本报告期末，项目累计投入金额 372.27 万元，配套

工程已经开始施工。本项目符合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新材料和节能环保产业的研发与生产“的发展战略，利于公司做大新材

料产业规模，丰富公司产品种类，为公司打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促进转型发展。 

 

4. 其他已在临时报告披露且无后续进展的事项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纬达光电材料有

限公司启动企业改制及在新三板挂牌的

事项 

2018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2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8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对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及其逾期的事项 

2015 年 08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9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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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5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市三水顺通聚酯

切片有限公司停产技改的事项 

2013 年 02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3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3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3 月 2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

的事项 

2018 年 07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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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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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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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28.00 7,577.60 0 

合计 21,528.00 7,57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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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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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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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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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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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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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丙娣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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