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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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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金红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安门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王卫芳女士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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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781,611,515.96 663,020,630.91 17.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30,150,287.37 107,555,060.25 21.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9,772,573.63 103,100,580.58 16.1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1,343,121.17 21,042,166.54 -771.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0% 3.30%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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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68,761,631.11 4,614,076,793.41 1.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787,041,642.67 3,644,211,492.91 3.92% 

注：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的相关规定，本

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1,297,086,377 (1,310,927,490-13,841,113)股计算，上年

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总股本 1,283,245,291（(1,008,405,762-21,294,000)*1.3）股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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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7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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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6,1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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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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8,173.7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90,982.5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029,361.95  

合计 10,377,713.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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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9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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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8.35% 502,799,637 0 质押 307,204,820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9.63% 257,346,987 0 质押 218,131,079 

章卡鹏 境内自然人 5.25% 68,782,028 51,586,521   

张三云 境内自然人 3.50% 45,854,687 34,391,015 质押 22,5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2.02% 26,469,361 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六组合 
其他 1.79% 23,445,119 0   

谢瑾琨 境内自然人 1.35% 17,727,343 13,295,507   

金红阳 境内自然人 0.98% 12,885,844 9,66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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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93% 12,187,198 0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永安国

富－永富 10 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3% 9,56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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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502,799,637 人民币普通股 502,799,637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57,346,987 人民币普通股 257,346,98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469,361 人民币普通股 26,469,361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23,445,119 人民币普通股 23,445,119 

章卡鹏 17,195,507 人民币普通股 17,195,50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187,198 人民币普通股 12,187,198 

张三云 11,463,672 人民币普通股 11,463,672 

永安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安

国富－永富 10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9,569,985 人民币普通股 9,56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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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9,032 人民币普通股 5,359,0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4,562,347 人民币普通股 4,562,34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分别持有伟星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15.97%、10.88%的股权，

并分别担任伟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副董事长；两人还分别持

有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浙江慧星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星发展”）18.25%、12.63%的股权。

章卡鹏先生和张三云先生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为一致行动人，两人与伟星集团和慧星发展均存在

关联关系。  

2、上述股东中金红阳先生担任伟星集团董事，与伟星集

团存在关联关系；同时，金红阳先生持有慧星发展 6.38%的股

权，与慧星发展存在关联关系。 

3、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

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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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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4.45%，主要系本期预付原材料款增加所致。 

2、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36.97%，主要系本期未解锁限制性股票激励费

用的所得税影响金额增加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82.24%，主要系公司计提的2018年度薪金在本期

发放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1、其他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31.37%，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112.46%，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理财产品收益减少所

致。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518.70万元，主要系根据新金融工具准

则，本期理财产品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771.71%，主要系本期原材料

备库采购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10,168.45万元，主要系本期

购买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3、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377.64%，主要系本期原材料备

库采购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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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2月公司设立了全资子公司浙江伟星净水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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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主要经营净水等相关业务，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31082MA2DTMXW23。 

2、2019年3月公司以自有资金800万美元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伟星新材（香港）有限

公司，主营业务为进出口贸易、技术研发、对外投资等，注册证明书编号：2802533。 

3、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同意公司循环使用不超过7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

开展投资理财业务。2019年1-3月及以前期间发生延续到报告期的公司及其子公司购买理财

产品总金额为70,400万元，其中已经到期收回本金的合计为13,800万元，实现收益为233.25

万元；尚未到期的金额合计为56,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15.53%。高峰

时点数未超过董事会授权额度。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设立香港子公司 2019 年 3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关

于投资设立香港子公司的公告》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 
2018 年 9月 8 日、 

2018 年 12月 2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关

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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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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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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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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666,000,000.00 6,253,971.05 8,033,014.88 38,000,000.00 138,000,000.00 1,067,012.15 572,966,002.73 
自有

资金 

合计 666,000,000.00 5,186,958.90 8,033,014.88 38,000,000.00 138,000,000.00 1,067,012.15 572,966,00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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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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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 1月 7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登载于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s

tockcode=002372&orgId=9900011087） 

2019 年 1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 1月 29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登载于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s

tockcode=002372&orgId=9900011087） 

2019 年 2月 2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 2月 20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登载于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s

tockcode=002372&orgId=9900011087） 

2019 年 2月 2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年 2月 2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登载于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ircs/company/companyDetail?s

tockcode=002372&orgId=9900011087）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金红阳 

                                                          2019 年 4月 2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