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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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周奕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林俊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刘光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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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元）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405,259,209.69

1,413,447,514.96

-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9,994,201.27

252,023,992.21

-2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5,482,689.74

251,017,477.19

-2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62,998,777.78

35,744,305.76

1,754.8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7

0.0975

-24.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7

0.0974

-24.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7%

4.26%

-1.19%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上年度末

13,603,029,934.56

14,141,946,396.53

-3.81%

6,279,944,733.40

6,089,950,532.13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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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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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97,2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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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60,565.16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97,344.4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说明

59,634.81
4,511,51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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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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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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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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集团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限公司

36.50%

944,790,083

32,802,740 质押

847,721,399

广州市成禧经济
境内非国有法人
发展有限公司

6.78%

175,505,415

质押

175,100,000

乌海市皇冠实业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6.46%

167,236,095

质押

167,236,094

国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万 其他
能三号

5.13%

132,838,808

长城国融投资管
国有法人
理有限公司

1.04%

26,990,553

摩天石投资控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
有限公司

0.79%

20,530,000

九泰基金－浦发
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
其他
托·鸿达兴业定
增 1 号单一资金
信托计划

0.73%

18,893,387

平安基金－浦发
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
其他
托·鸿仁定增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

0.63%

16,194,332

平安基金－浦发
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
其他
托·鸿瑞定增 1 号
单一资金信托计
划

0.63%

16,194,331

吴炎坚

0.58%

15,000,000

境内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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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911,987,343 人民币普通股

911,987,343

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75,505,415 人民币普通股

175,505,415

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

167,236,095 人民币普通股

167,236,095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
能三号

132,838,808 人民币普通股

132,838,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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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国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6,990,553 人民币普通股

26,990,553

摩天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530,000

九泰基金－浦发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托·鸿达兴业定增 1
号单一资金信托计划

18,893,387 人民币普通股

18,893,387

平安基金－浦发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托·鸿仁定增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

16,194,332 人民币普通股

16,194,332

平安基金－浦发银行－广东粤财
信托－粤财信托·鸿瑞定增 1 号单
一资金信托计划

16,194,331 人民币普通股

16,194,331

吴炎坚

1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关系，该 2 名股东与
上述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为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
述股东之间的其他关系不详。

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847,729,57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股股份，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97,060,506 股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份，因此，合计持有公司 944,790,083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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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分析
项目
应收票据

期末余额
（元）

期初余额
（元）

较期初变动
幅度

变动原因
本期营销过程中以承兑汇票方式进行结算业务量减
少，至期末未到期兑现的承兑汇票金额比年初减少。

50,842,154.33

101,850,535.41

-50.08%

其他应付款

178,617,009.47

548,705,597.38

本期内按协议约定支付收购子公司广东塑料
-67.45% 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部分第五期股权
收购款，使得期末其他应付金额比期初减少。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759,453,663.55 1,105,153,401.26

-31.28% 本期偿还部分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变动分析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元）

上期发生额
（元）

其他收益

4,397,205.59

1,020,332.91

投资收益

-2,095,284.63

-3,937,677.02

所得税费用

36,923,753.58

56,690,094.40

较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330.96% 本期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较上期增加。
46.79% 联营企业本期较上年同期亏损减少。
-34.87%

本期营业成本及费用较上期有所增加，使得营业利
润有所下降，所得税费用相应下降。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分析
本期发生额
（元）

上期发生额
（元）

销售商品、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1,549,109,554.54

1,013,069,923.48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
金

960,325,403.47

261,907,949.62

分配股利、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
金

41,743,766.77

63,803,784.53

项目

较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本期主要业务景气度较高，公司加大销售回款力度，

52.91% 销售回款较好；同时，本期销售收到的银行承兑汇
票中，较多金额用于贴现取得银行存款。

266.67%

本期偿还银行借款等金融机构债务而支付的金额增
加。

-34.57% 因借款规模下降，本期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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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12月3日召开的2018年度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
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对前期审议通过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进行调整，拟公开发行A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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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不超过245,000万元，其中，230,000万元用于子公司内蒙古中谷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30万吨聚氯乙烯及配套项目投入，15,0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详细内容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7日刊登的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2019年3月8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出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190395），认
为公司提交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
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2019年4月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0395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
说明和解释。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正在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准备有关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2、重大合同进展
（1）2019年2月18日，公司与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签订《氢能项目合作协议》，双方拟在氢液化示
范项目、加氢站等基础设施、氢能相关装备制造和研发等方面开展合作，双方旨在利用各自的优势将氢能产
业做大做强。为深入推进此次合作，促进氢能领域技术的军民融合和产品转化，2019年3月，公司与其下属企
业签署合同，拟合作建设氢液化工厂。同时，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为公司提供氢液化、氢能装备等方面
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培训。
（2）2019年3月5日，公司与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全资子公司北京航天雷特机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航天雷特机电”）签署《氢液化工厂设备建设项目合同》，公司与航天雷特机电合作建设氢液化工厂设
备项目，在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乌海氢液化工厂建设所在地建设一套氢液化工艺设备。该项目借
助北京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及其下属企业在液化氢装置及技术方面的优势，结合公司现有装置的制氢能力，
将实现液氢大规模制取、储存，大大提高氢气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向实现液化氢技术民用迈进了重要
一步。该项目目前已完成土建施工图设计，正在进行其余专业施工图设计，同时已开展部分土建施工，后续
将在完成项目规划设计后，按计划推进土建、氢液化系统安装调试等工作。
（3）公司于2017年2月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政府、广州华南土壤改良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通辽市100万亩盐碱地土壤改良PPP项目合作协议》，拟对科尔沁左翼中旗的盐碱退化土地通过
土地流转方式，进行土壤改良和综合开发。公司正在分地块开展土地权属核查、土地丈量和流转、土壤检测
分析等工作，并针对具体地块的土壤状况设计和实施相应的修复方案，部分土地已种植燕麦草等农作物。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2019 年 4 月 22 日,公司与雄川氢能科技（广州）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雄川氢能"）签订《氢能项目合作意向协议》，
双方拟在氢能装备研发制造、氢源供应、加氢站投资建设及
运营等方面展开合作，利用各自的优势推动氢气的生产及应
用发展，将氢能产业做大做强。双方合作可为对方带来独特
和有价值的技能、视角以及商业利益，有助于加快公司布局 2019 年 04 月 23 日
"制氢、储氢、运氢及氢能运用" 的完整产业链。公司积极
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氢能的政策导向，加大氢能源的生产、储
存及应用研究，大力发展氢能业务，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实现特色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有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
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雄
川氢能科技（广州）有限责任公司签署<
氢能项目合作协议>的公告》（临
2019-053）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8年6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和2018年6月25日召开的2018年度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为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同时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已累计通过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12,362,3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4775%，最高成交价为3.64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91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40,068,985.35元（不含交易费用）。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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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根据后续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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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权益的累
本期公允价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计公允价值变
期末金额
值变动损益
金额
出金额
益
动

初始投资
成本

资产类别
股票

139,980.00

10,720.00

-55,660.00

合计

139,980.00

10,720.00

-55,660.00

-55,660.00
0.00

0.00 -55,660.00

资金来源

84,320.00 自有资金
84,3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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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2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参加公司股东大会事宜。

2019 年 01 月 0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股份回购及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2019 年 01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2019 年 01 月 1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2019 年 01 月 1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加氢站建设相关情况；年度业绩预告。

2019 年 01 月 1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份回购及员工持股计划进展情况。

2019 年 01 月 1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股份回购及员工持股计划进展；大股东持股质押情况；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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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生产经营情况；加氢站建设及土壤修复业务开展情况。
2019 年 01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加氢站建设相关情况。

2019 年 01 月 23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氢能源综合利用业务情况。

2019 年 01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大股东持股质押情况；股权激励成本。

2019 年 01 月 2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主营业务情况；股东持股质押情况；前期筹划的重大资产
重组。

2019 年 02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加氢站建设相关情况；医药包装材料等业务开展情况。

2019 年 02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PVC 产品市场价格走势；PVC、土壤修复等业务开展情况；
氢能源项目进展；参加股东大会事宜。

2019 年 02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加氢站建设相关情况。

2019 年 03 月 18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加氢站建设情况。

2019 年 03 月 19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PVC 产品价格走势；加氢站建设情况。

2019 年 03 月 2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大股东持股变动及有关影响。

2019 年 03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土壤修复业务开展情况；大股东持股质押问题进展。

2019 年 03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氢液化工厂建设进展。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奕丰
二○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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