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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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刁志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会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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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321,963.56  332,800,070.58  37.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55,363,976.52  56,662,617.57  -2.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9,768,580.51  53,431,811.22  -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8,289,489.48  -285,944,920.14  16.6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95  0.0506  -2.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91  0.0506  -2.9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2% 1.83%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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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0,216,648.31  5,605,752,562.97  -2.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242,164,601.25  3,192,457,123.4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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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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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31.12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353,620.26 主要为资金理财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89,626.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758,189.6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75,991.79  

合计 5,595,39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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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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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志中 境内自然人 17.32% 195,064,845 153,798,634 质押 4,435,168 

涂建华 境内自然人 9.03% 101,740,000 0   

陈晓红 境内自然人 5.90% 66,511,511 0   

王金洪 境内自然人 5.74% 64,619,552 48,464,66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4.81% 54,215,346 0   

邱世勋 境内自然人 3.53% 39,731,258 0   

安景合 境内自然人 2.49% 28,088,237 21,066,178   

王晓芳 境内自然人 1.78% 20,000,000 0   

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境外法人 0.90% 10,086,115 0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

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9% 10,02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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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建华 101,7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740,000 

陈晓红 66,511,511 人民币普通股 66,511,51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4,215,346 人民币普通股 54,215,346 

刁志中 41,266,211 人民币普通股 41,266,211 

邱世勋 39,731,258 人民币普通股 39,731,258 

王晓芳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王金洪 16,154,888 人民币普通股 16,154,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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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RILL LYNCH INTERNATIONAL 10,086,115 人民币普通股 10,086,115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0,021,804 人民币普通股 10,02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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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9,921 人民币普通股 9,089,92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各自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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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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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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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397,747,430.21  292,886,499.04  35.80% 主要为年中结算周期较年末相对较长所致 

预付款项 56,053,625.31  31,442,861.20  78.27% 主要为预付材料采购款及服务费所致 

其他应收款 35,844,407.98  16,607,779.77  115.83% 主要为备用金及押金增长所致 

存货 18,164,087.12  9,273,301.38  95.88% 主要为外购原材料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9,743,309.29  208,277,640.69  -95.32% 主要为报告期收回银行理财产品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07,097,486.98  158,214,773.77  30.90% 主要为报告期投资产业基金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9,046,128.45  6,469,719.61  39.82% 
主要为坏账准备及股权激励成本摊销相关

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455,105,244.50  476,302,025.54  -4.45% 
主要为报告期转型相关款项结转收入额大

于转入预收款项科目所致[注] 

应付职工薪酬 210,302,031.97  385,461,592.72  -45.44% 主要为报告期支付年度绩效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37,376,452.96  92,108,158.82  -59.42% 主要为报告期末增值税下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9,107,748.26  1,219,851.82  -1666.40% 为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影响所致 

注：报告期内，造价业务 SaaS 转型持续加速。 2019 年 1 季度新签云合同 1.31 亿元，同比增加 72.61%，

报告期末云相关预收款项余额 3.85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业务线 新签云合同金额（亿元） 期末云转型相关预收款项余额（亿元） 

工程计价 0.40 1.07 

工程算量 0.40 1.03 

工程信息 0.51 1.75 

合计 1.31 3.85 

2、利润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457,321,963.56  332,800,070.58  37.42% 主要为报告期业务持续增长所致 

利息收入 15,564,884.20  7,426,325.61  109.59% 主要为产业金融业务收入增长所致 

营业成本 26,639,664.18  16,090,099.40  65.57% 主要为业务材料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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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用 133,833,580.98  91,018,996.41  47.04% 主要为薪酬增长所致 

研发费用 123,456,052.56  73,647,456.79  67.63% 主要为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增长所致 

财务费用 5,742,757.36  10,436,854.45  -44.98% 主要为报告期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925,130.36  9,584,074.42  -48.61% 主要为报告期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同比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6,236,333.47  2,417,181.75  158.00% 主要为报告期取得理财收益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的原因说明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289,489.48  -285,944,920.14  16.67% 
主要为报告期产业金融业务收回贷款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35,386.63  256,496,732.32  -66.46% 
主要为报告期理财产品投资净流入同

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42,217.55  44,049,596.79  -113.26% 
主要为产业金融业务向银行借款同比

下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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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处于存续期内。截至报告期末，参与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

共有 9 人离职，其持有的持股计划份额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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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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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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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28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410/index.html 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057） 

2019 年 03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深交所互动易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2410/index.html 投

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编号 058）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刁志中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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