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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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龙大伟、总裁王学顺、副总裁、财务总监邹勇华、财务管理部

总经理叶锋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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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6,115,948.28 1,368,680,806.16 -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8,424,501.65 118,047,132.60 -2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5,757,905.98 101,062,793.70 -1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5,514,826.61 132,050,880.42 -27.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25 0.0942 -23.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25 0.0942 -23.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5% 0.74% 减少 0.1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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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1,057,642.29 23,381,634,293.28 -0.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169,865,270.20 16,179,712,352.5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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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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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9,927.57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228,505.4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90,782.6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7,860.35  

减：所得税影响额 411,037.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1,503.88  

合计 2,666,59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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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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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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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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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志科融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44% 418,985,928 418,985,928   

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11.76% 147,342,275    

北京金信卓华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6% 104,738,966 104,738,966   

北京华清创业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36% 104,738,966 104,738,966 质押 104,738,964 

珠海融文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7% 69,825,977 69,825,977   

深圳万容控股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7% 69,825,977 69,825,977 质押 69,825,977 

芜湖华融渝创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46% 55,856,773 55,856,773 质押 55,856,773 

宁波东方嘉元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3% 27,928,386 27,928,386 质押 27,928,386 

珠海志德股权投

资中心（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2% 10,296,202 10,296,202 质押 10,296,202 

鹰潭市经贸国有

资产运营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9% 8,677,706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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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47,342,275 人民币普通股 147,342,275 

鹰潭市经贸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

司 
8,677,706 人民币普通股 8,677,706 

张利群 5,149,900 人民币普通股 5,149,9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963,656 人民币普通股 2,963,656 

章瑗 2,771,400 人民币普通股 2,771,4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2,617,1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7,100 

石家庄永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84,768 人民币普通股 2,384,768 

张新容 1,785,3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5,300 

吴强 1,700,784 人民币普通股 1,700,784 

王磊 1,583,948 人民币普通股 1,583,94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诚志科融控股有限公司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华控股”）下属子公司，北京

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金信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清华控股间接控股子公司持有北京金信融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5%的股权且为其并列

第一大股东，且清华控股下属子公司通过金信卓华间接参与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部分股份。除此之外，公司不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其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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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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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报告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25,313,136.99 205,536,121.53 -39.03% 票据贴现导致 

其他流动资产 296,607,320.19 519,703,668.23 -42.93% 按新金融工具准则重分类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4,026,186.73 149,688,515.61 -43.87% 支付员工工资及奖金导致 

应交税费 79,068,277.51 126,099,899.78 -37.30% 缴纳税费导致 

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增减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38,096,060.65 27,192,994.72 40.10% 开拓新业务导致 

财务费用 63,894,703.53 42,063,649.08 51.90% 公司债及银行借款增加导致 

营业外支出 523,949.86 2,292,608.93 -77.15% 去年同期主要为补缴税款支出 

净利润 73,034,797.66 109,888,614.57 -33.54% 期间费用增幅较大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3月 2018年 1-3月 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5,514,826.61 132,050,880.42 -27.67% 

主要系为 MTO项目开工预采购原辅材料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73,572,871.86 -370,715,211.56 -135.65% 主要为理财投资及 MTO项目投资支出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4,478,934.95 -311,942,135.57 149.52% 银行借款增加导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

金等价物的影响 
-135,348.87 -200,356.27 32.45% 汇率波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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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子公司南京诚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年60万吨MTO项目的安装工程已经结束,试压、吹扫、气密、

酸洗等试生产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计划2019年4月完成中间交接，2019年5月底具备投料试车条件。 

2、2018年12月18日，公司披露了《诚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认购私募基金份额的公告》（2018-090），拟以自有资金认

购华德新机遇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份额，认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基金管理人为北京华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基金于2018年12月27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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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期末，已完成 2.5 亿元的首期认购，目前项目已进入投资阶段。 

3、北京永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永晖”)所欠公司子公司珠海诚志通发展有限公司逾期未支付货款事项，截

至本报告期末，已累计收回人民币107,622,644.96元，其中：美元600万元、港币 18,529,100元、人民币18,440,000元，合

计折合人民币73,211,214.15元；卖出全部北京永晖抵押的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易大宗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码：HK01733，

证券简称“易大宗”）73,113,350股普通股股票，收回港币（含分红）39,731,677.34 元，折合人民币34,411,430.81元。 

4、公司子公司石家庄诚志永华显示材料有限公司拟转让石家庄诚志永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70%股权事宜，截至本报告期

末已完成清产核资审批工作，资产评估正在教育部审批中。 

5、截至本报告期，自2018年年报披露以来取得了新进展的诉讼、仲裁事项情况如下： 

诉讼/仲裁事项 案件进展 首次披露日期及索引 

安徽今上诉莆田市佳阳电子有

限公司 

截至本报告期已还款662.81万元。 2017年10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107 

珠海诚志通诉深圳小鸟科技有

限公司及其保证人 

一审判决书已生效，准备申请执行。 2017年0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09 

珠海诚志通诉福州德广兴贸易

有限公司及其保证人 

根据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截至本报告期德

广兴福州德广兴贸易有限公司已累计归还

欠款90万元。 

2017年0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09 

珠海诚志通诉深圳市嘉源达科

技有限公司及其保证人 

江西省彭泽县人民法院已受理珠海诚志通

的强制执行申请，《受理案件通知书》编号：

（2019）赣0430执  号，被执行人：本案保

证人谭勇。 

2017年0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09 

珠海诚志通诉福州恒大伟业贸

易有限公司及其保证人 

福建省建瓴市人民法院已受理珠海诚志通

的强制执行申请，《受理案件通知书》编号：

（2019）闽0783执524号，被执行人：本案

保证人朱健敏。 

2017年0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61 

珠海诚志通诉福建省瑞隆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保证人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已受理珠海

诚志通的强制执行申请，《受理案件通知书》

编号：（2019）闽0111执698号，被执行人：

本案保证人周海莹。 

2017年0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61 

珠海诚志通诉福州东佑电子有

限公司及其保证人 

由于福州东佑电子有限公司无可供执行财

产，法院已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待有可

供执行财产线索后，可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

行。 

2017年0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61 

珠海诚志通诉福州一化化学品

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一化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

高院申请再审，珠海诚志通已向法院寄送答

辩状及相关资料。 

2017年0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09 

珠海诚志通诉福州开发区正大

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保证人 

关于本案保证人，珠海诚志通已向法院申请

执行，法院受理过程中。 

2017年0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7-061 

注：报告期内发生或将要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告期的重要事项，若对本报告期或以后期间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对投资者投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应当披露该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并说明其影响和解决方案。公司已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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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时报告披露且无后续进展的，仅需披露该事项概述，并提供临时报告披露网站的查询索引。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收购云南汉盟制药有限公司股权及增

资事项 

2019年 3 月 12 日 

2019年 4 月 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及增资框架协议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关于签署股

权转让及增资框架协议的自愿性信息

披露的补充公告》、《关于收购云南汉盟

制药有限公司股权及增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4、2019-005、

2019-032） 

在澳门投资设立诚志国际（澳门）有限

公司（暂定名） 

2019年 3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全资子公司在境外投资设立公

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 

上海今上实业有限公司诉公司及安徽

今上显示玻璃有限公司仲裁事项 
2019年 4 月 2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公司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9）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7,984,033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4%，最高成交价为13.13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11.21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96,752,241.48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3,854,984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2.70%，最高成交价为 

14.52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1.21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455,007,801.64 元（不含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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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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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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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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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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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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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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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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龙大伟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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