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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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栗延秋、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正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许菊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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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534,839.30 378,981,257.11 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703,309.25 10,162,539.02 15.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522,033.37 7,401,931.90 -25.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918,851.74 -103,354,527.35 183.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3 3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5% 0.67%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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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470,590.33 2,426,033,219.63 -0.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76,413,610.43 1,568,175,520.98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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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7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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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1,8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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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3,782.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48,102.87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80,198.09  

合计 6,181,275.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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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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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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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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栗延秋 境内自然人 24.11% 78,255,528 60,011,778 质押 72,600,000 

贾春琳 境内自然人 12.35% 40,072,924 31,254,693 质押 34,680,000 

贾则平 境内自然人 6.92% 22,473,000 0 质押 9,000,000 

周炜 境内自然人 3.66% 11,877,791 7,295,592 质押 8,334,394 

侯景刚 境内自然人 3.61% 11,702,189 8,776,642 质押 8,334,550 

贾子成 境内自然人 3.47% 11,250,000 0   

董颖 境内自然人 2.45% 7,950,000 0 质押 6,4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国有法人 2.22% 7,191,421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数据产

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国有法人 1.94% 6,286,702 0   

贾子裕 境内自然人 1.88% 6,09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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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则平 22,4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473,000 

栗延秋 18,243,750 人民币普通股 18,24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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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子成 1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250,000 

贾春琳 8,818,231 人民币普通股 8,818,231 

董颖 7,9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95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7,191,421 人民币普通股 7,191,42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

银施罗德数据产业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6,286,702 人民币普通股 6,286,702 

贾子裕 6,098,600 人民币普通股 6,098,600 

北京东方卓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43,310 人民币普通股 5,043,31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兴业信

托－盛通股份 2号员工持股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4,973,578 人民币普通股 4,973,57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栗延秋女士与贾子裕、贾子成为母子关系，贾春琳先生与贾则平先生为父子关系，与董

颖女士为夫妻关系。除此关联关系外，其余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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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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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减少了5,447.25万元，相比减少74.17%，主要原因是报表项目重分类所致； 

2、报告期内，其他非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了711.86万元，相比增加36.85%，主要原因是预付设备款重分类所致； 

3、报告期内，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期初减少了94.20万元，相比减少43.97%，主要原因是归还银行部分贷款所致； 

4、报告期内，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了761.49万元，相比增加了100%，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的增加； 

5、报告期内，其它综合收益比期初增加999.53万元，相比增加109.65%，主要原因是对外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 

6、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增加119.24万元，相比增加151.4%，主要原因是增值税增加所致； 

7、报告期内，研发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329.34万元，相比增加101.96%，主要原因是研发投入的增加； 

8、报告期内，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196.28万元，同比增加1520.25%，主要原因是融资借款的增加； 

9、报告期内，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583.68万元，相比增加1752.55%，主要原因是转让股权取得的投资收益所致； 

10、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148.99万元，同比减少76.5%，主要原因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的减少； 

11、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061.92万元，相比减少73.40%，主要原因是收到往来款的

减少； 

12、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18,024.66万元，同比减少45.34%，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支

付采购材料款的减少； 

13、报告期内，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2,420.26万元，同比增加37.3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业

务版块的增加引起的支付薪酬的增加； 

14、报告期内，支付的各项税费上年同期增加1,538.29万元，同比增加131.18%，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实缴税款增加； 

15、报告期内，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3,528.03万元，相比增加387.92%，主要原因是业务版块

增加引起的保证金、租金以及往来款的增加； 

16、报告期内，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675万元，相比增加100%，主要原因是转让股权取得的投资收益的

增加； 

17、报告期内，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383.62万元，相比减少54.71%，主要原因是融资贷款的减少； 

18、报告期内，分配股利、利润或偿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9.49万元，相比增加357.32%，主要原因是利息

费用的增加； 

19、报告期内，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了1,420.47万元，同比增加100%，主要原因是股本回购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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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6日，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知行教育使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14,210,526元向编程猫增资，

增资完成后，知行教育持有编程猫5%的股权，报告期内，知行教育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出售其持有编程猫剩余的1.08%股权，

收回投资款10,784,706.21元。 

2、2018年11月27日，公司大股东贾则平先生与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时代出版”）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公司大股东贾则平先生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的公司22,473,0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6.92%的股份，转让给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该次股份转让事宜履行时代出版内部决策和其上级主管单位审批手

续后生效。截至披露日，时代出版的上级主管单位审批手续尚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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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8,274,627股，最高成交价为10.4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9.10元/股，支付的总金

额为80,905,897.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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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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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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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5,329,483.77  19,110,943.12    24,440,426.89 自有资金 

合计 5,329,483.77 0.00 19,110,943.12 0.00 0.00 0.00 24,440,426.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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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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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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irm.cninfo.com.cn/ircs/sse/sseSubI

ndex.do?condition.typ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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