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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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林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秦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王晓阳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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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194,343,418.58 1,325,821,014.11 -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7,636,882.12 26,202,230.45 -32.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0,906.88 13,090,635.08 -99.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78,368,477.80 53,669,315.94 -432.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2 0.0248 -30.6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2 0.0248 -30.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1% 0.49% 减少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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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8,688,170.02 11,817,599,857.94 0.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5,658,755,194.70 5,642,354,904.72 0.29% 

说明：一季度公司业绩同比下滑主要是由于改性高分子材料业务受下游电线电缆行业去产能持续影响以及

5G 业务发展速度缓于预期，导致企业订单量减少，造成收入和利润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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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0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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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626.5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373,261.6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3,395,32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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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所得税影响额 507,442.9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85,865.59  

合计 17,625,97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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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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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核技术

应用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6.93% 276,036,364 268,186,658   

中国大连国际

经济技术合作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60% 118,914,273 62,141,491 质押 56,500,000 

陈晓敏 境内自然人 6.09% 62,423,759 62,423,759 质押 62,423,759 

深圳中广核一

期核技术产业

发展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80% 59,464,627 59,464,627   

江苏达胜热缩

材料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33% 44,376,817 44,376,817 质押 44,376,817 

魏建良 境内自然人 2.03% 20,782,846 20,782,846 质押 20,782,846 

天津君联澄至

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 19,120,458 19,120,458 质押 17,000,000 

深圳隆徽新能

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0% 14,340,344 14,340,344 质押/冻结 14,340,344 

吕剑锋 境内自然人 1.28% 13,100,110    

中广核资本控 国有法人 1.23% 12,557,084 12,23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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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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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集团有限公司 
56,772,782 人民币普通股 56,772,782 

吕剑锋 13,100,110 人民币普通股 13,100,110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7,849,706 人民币普通股 7,849,706 

大连俪友投资有限公司 4,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80,000 

大连市总工会劳动服务公司 4,073,271 人民币普通股 4,073,271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2,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700,000 

吕鸿标 2,510,600 人民币普通股 2,510,600 

大连林沅商贸有限公司 2,215,236 人民币普通股 2,215,236 

张春兰 2,117,028 人民币普通股 2,117,028 

刘敏 1,433,903 人民币普通股 1,433,90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陈晓敏、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

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魏建良、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系控股股东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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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末余额 上年末余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应付职工薪酬 74,229,332.88 127,373,063.06 -41.72% 
主要是本期发放已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

所致 

 

2、合并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7,636,882.12 26,202,230.45 -32.69% 主要是本期材料板块销售额较同期减少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

末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分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78,368,477.80 53,669,315.94 -432.35% 主要是本期大连国际代理业务减少导致

收到其他经营现金流同比减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88,282,663.61 32,593,550.32 -370.86% 主要是本期购建长期资产和支付理财产

品现金较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302,034.94 -92,857,870.40 128.33% 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现金大于偿还借款

现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①公司大连机电贸易分公司和公司大连对外贸易分公司以大连中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郭明、

吉林通榆新域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郭明涉嫌合同诈骗向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举报。截止

2018年12月31日公司应收大连中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及通榆新域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郭

明）8,047.56 万元。经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侦查，以“大连郭明合同诈骗案”立案。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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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与郭明有关联的担保人内蒙古家禾经贸有限公司名下 43,141.38

平米的土地及其附着物、吉林省江域纺织有限公司名下 120,647.86 平米的土地及其附着物、

上海开心蔬菜有限公司名下 4,998 平米的土地及其附着物进行了查封。同时，上海开心蔬菜

有限公司、吉林省江域纺织有限公司、白城域铭心实业有限公司、通榆新域农副产品加工有

限公司以及内蒙古家禾经贸有限公司出具了《公司担保保证书》。目前案件犯罪嫌疑人郭明

已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处于公关机关侦查阶段。由于案件较为复杂，公

司聘请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拟核实保全资产价值项目估值报告》（华亚

正信评估字 2019 第 G06-0003）和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郭明合同诈骗案对公司

造成财产损失之法律救济的法律意见书》协助公司对损失进行了估计，公司在 2018 年计提了

减值准备 1,102.27 万元。后续公司将密切跟踪案件进展，并将在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积

极通过司法机关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②公司大连国际事业部资金中心原出纳姜洁因涉嫌职务侵占，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分局经侦大

队于 2018 年 6 月 7 日以“姜洁职务侵占案”予以立案，目前，姜洁职务侵占案已经公安机关

侦查完毕，大连市西岗区检察院已于 2018 年 12 月 3 日将案件移交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

2019 年 4 月 24 日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上述案件，法庭当庭宣判，判决：姜洁

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30 万元；判处退赔公司损失 2,012.69

万元，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公司尚未收到判决书。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应收姜洁 2,012.69

万元，公司预计未来难以收回上述款项，公司依据谨慎性原则在 2018 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2,012.69 万元。上述案件显示大连国际事业部在财务管理领域，不相容职责管理、现金管理、

备用金管理、银行对账管理等方面存在执行缺陷，公司已责令其开展上述问题的逐条梳理，

并制定了整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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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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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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下游电线电缆行业去产能持续影响以及 5G 业务发展速度缓于预期，公司预计二季度

销售量仍有可能出现下滑，对公司半年度业绩造成不利影响，后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二季度业

绩情况，并按照深交所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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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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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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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