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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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于英涛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蓬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赵吉飞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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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12,220,323,635.60 10,111,752,856.86 10,112,298,455.15 2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77,285,974.60 248,627,182.07 247,136,444.28 52.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7,957,834.14 203,706,373.01 200,864,129.54 13.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15,206,790.12 868,919,176.92 863,219,501.25 -460.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9   0.170   0.169  52.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9   0.170   0.169  5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1% 0.98% 0.98% 0.4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47,050,307,229.67 48,559,578,286.47 48,559,578,286.47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6,933,998,303.29 26,559,689,940.08 26,559,689,940.08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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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97,2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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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073,5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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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22,457.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975,8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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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834,124.36 银行理财产品等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54,422,493.3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8,152,631.28  

合计 149,328,14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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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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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4.50% 795,339,811 760,718,371 质押 380,359,184 

中加基金－杭州银行－中加科兴国

盛特定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7.59% 110,791,366 110,791,366  0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2 号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4.57% 66,752,862 66,752,862  0 

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86% 56,395,044   0 

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50,359,712 50,359,712  0 

北京国研天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50,359,712 50,359,712 质押 50,359,712 

上海华信长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5% 50,359,712 50,359,712 质押 16,800,000 

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72% 39,757,666 39,757,666  0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1 号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1.94% 28,360,469 28,360,469  0 

西藏健坤爱清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1% 13,252,556 13,252,556 质押 13,25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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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6,395,044 人民币普通股 56,395,044 

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 34,621,440 人民币普通股 34,621,44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561,279 人民币普通股 5,561,279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 4,620,130 人民币普通股 4,620,130 

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010,560 人民币普通股 3,010,56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005L-CT001 深 
2,314,692 人民币普通股 2,314,69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4,060 人民币普通股 1,504,06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分

红产品 
1,144,080 人民币普通股 1,144,08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

富民营活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39,906 人民币普通股 1,139,90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18L-FH002 深 
1,135,396 人民币普通股 1,135,39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西藏林芝清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方计算机有限公司和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同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紫

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

公司是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紫光集团有限公司、西藏紫光

通信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紫光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西藏健坤爱清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执行董事同为赵伟国先生。除此之外，公司对其他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及是否属

于一致行动人情况不详。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情况说明（如有）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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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2019年3月31日（元） 2018年12月31日（元） 增减幅度 

 交易性金融资产      3,599,507,328.55    1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1,477,929.43  -100.00% 

 应收利息            13,314,537.75            34,085,923.79  -60.94% 

 其他流动资产           723,866,257.16        5,114,113,982.30  -85.8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87,036,372.80  -1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92,842,252.80    1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4,106,221.24    1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5,552,974.38  -100.00% 

 其他综合收益             1,881,585.77          151,521,361.51  -98.76% 

 持有待售资产              76,871,030.38  -100.00% 

 持有待售负债              56,856,081.14  -100.00% 

 在建工程           146,806,856.28            15,726,701.28  833.49% 

 短期借款        3,278,913,485.23        2,445,561,228.00  34.08% 

 应付职工薪酬           820,485,529.23         1,603,637,730.97  -48.84% 

 应交税费           230,018,182.82           542,761,012.69  -57.62% 

 项目   2019年1-3月（元）   2018年1-3月 （元） 增减幅度 

 财务费用            -1,824,705.66            18,303,339.15  -109.97% 

 其他收益           275,679,944.89           142,446,599.44  93.53%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71,086,256.76            -4,808,000.00  1,578.50% 

 所得税费用           166,760,250.35           102,466,978.65  62.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15,206,790.12           863,219,501.25  -460.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9,063,054.19          -757,878,001.75  212.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7,909,140.65          -608,918,294.23  237.61% 

变动原因说明：          

（1）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应收利息、其他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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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负债、其他综合收益等科目的变动，主要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与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准则变更了

会计政策所致。     

（2）持有待售资产、持有待售负债比 2018 年末减少，主要是本公司已于 2019 年一季度完成对原子公司

唐山紫光智能电子有限公司的股权处置所致。  

（3）在建工程比 2018 年末增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装修工程以及预付专利购买款项

增加所致。  

（4）短期借款比 2018 年末增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

司借款增加所致。  

（5）应付职工薪酬比 2018 年末减少，主要是公司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前期已计提未发放员工

薪酬所致。  

（6）应交税费比 2018 年末减少，主要是公司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前期已计提未缴纳税款所致。  

（7）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公司及各子公司银行利息收入增加以及汇兑损益影响所致。 

（8）其他收益比上期同期增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9）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比上期同期增加，主要是公司根据财政部新修订的与金融工具相关的会计准则变

更了会计政策所致。  

（10）所得税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公司利润增加所致。  

（1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公司子公司新华三集团有限公司、紫光数码

（苏州）集团有限公司各项采购业务规模扩大、调整支付结算方式，及支付前期已计提未缴纳税费、已计

提未支付职工薪酬等增加所致。 

（1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公司及各子公司银行理财到期净赎回增加所

致。          

（1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公司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三集团有公司取得借款现金净流入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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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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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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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1、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证券 

代码 
证券简称 

初始投资金

额（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

数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益

（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

来源 

002373 千方科技 80,488,940.59 17,463,500 1.17% 4,660,432 0.31% 88,221,977.76 60,238,078.91 
交易性金

融资产 

增发

股份 

合计  80,488,940.59 17,463,500  4,660,432  88,221,977.76 60,238,078.91   

2、持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称 
初始投资金

额（元） 

期初持股数

量（股） 

期初持股

比例（%）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期末持股

比例（%） 

期末账面值

（元） 

报告期损

益（元）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北京绿创环保

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 

19,552,782.00  3,903,582 3.90% 3,903,582 3.90% 2,224,621.84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发起人股

份 

北京时代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7,564,560.00 7,275,760 12.04% 7,275,760 12.04% 32,255,340.09 

 

其他非流动

金融资产 

发起人和

增发股份 

合计 57,117,342.00  11,179,342    11,179,342    34,479,9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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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操作

方名称 

关联

关系 

是否

关联

交易 

衍生品投资

类型 

衍生品投资

初始投资金

额（万美元） 

终止日期 

期初投

资金额

（万美

元） 

报告期

内购入

金额（万

美元） 

报告期

内售出

金额（万

美元） 

计提减值

准备金额

（如有） 

期末投

资金额

（万美

元） 

期末投资金

额占公司报

告期末净资

产比例 

报告期实际

损益金额

（人民币万

元）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 否 汇率远期 880 

2019 年 8

月 14 日 
880    880 0.22% -112.60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 否 汇率远期 574.96 

2019 年 10

月 25 日 
574.96    574.96 0.14% -73.69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 否 汇率远期 924.04 

2019 年 10

月 25 日 
924.04    924.04 0.23% -122.21 

渣打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 
无 否 汇率远期 4,000 

2020 年 12

月 14 日 
4,000    4,000 1.00% -645.03 

渣打银行（香港）

有限公司 
无 否 汇率远期 6,000 

2020 年 12

月 14 日 
6,000    6,000 1.50% -980.24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 否 汇率期权 2,200 

2019 年 1

月 9 日 
2,200  2,200    -234.08 

东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汇率期权 2,200 

 2019 年 2

月 20 日 
2,200  2,200    -397.54 

东亚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 
无 否 汇率期权 2,800 

2019 年 3

月 13 日 
2,800  2,800    -618.24 

合计 19,579  19,579  7,200  12,379 3.09% -3,183.63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 

涉诉情况（如适用） 不适用 

衍生品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2018 年 6 月 29 日 

2018 年 8 月 25 日 

衍生品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如有) 不适用 

报告期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说

明（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

信用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等） 

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会存在一定的风险：1、汇率波动风险：由于外汇市场存在各种影响

汇率走势的复杂因素，不确定性较大，如未来汇率走势与公司判断的汇率波动方向发生大幅偏

离，实际汇率将与公司外汇套期保值合约锁定汇率出现较大偏差，将给公司带来损失；2、内部

控制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由于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而

造成经营风险；3、履约风险：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存在合约到期无法履约造成违约而带来的风险；

4、法律风险：因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

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主要有：1、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公司业务为基础、以规避风险为目的，

尽可能选择结构简单的外汇套期保值产品；2、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公司将

严格按照该办法的规定进行业务操作，保证制度有效执行，规范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行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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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风险；3、密切关注国际外汇市场动态变化，加强对汇率的信息分析，针对市

场和业务变化对外汇套期保值方案进行定期回顾和适时调整，最大限度地避免汇兑损失；4、开

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时，慎重选择与具有合法资格且实力较强的境内外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密

切跟踪相关法律法规，规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5、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遵守

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6、当外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上报，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已投资衍生品报告期内市场价格或产品公允

价值变动的情况，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

应披露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设与参数的

设定 

公司购买的衍生品产品为用于外汇套期保值的汇率远期和汇率期权，公允价值变动主要是汇率

变动所致，公允价值基本按照合约银行提供的价格确定。 

报告期公司衍生品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核算具

体原则与上一报告期相比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的说明 

不适用 

独立董事对公司衍生品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

的专项意见 

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是以业务背景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有利于降低

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

为公司从事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制定了具体管理与操作规程。公司通过加强内部控制，有效落实

风险防范措施，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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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 

2019 年 1 月 11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公司基本情况和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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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于英涛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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