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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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包文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先琴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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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14,112.38 100,853,280.28 2.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93,252.70 1,689,088.57 -47.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3,174,399.78 793,301.49 -500.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24,886,168.56 -39,215,780.04 -218.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03 -6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 0.003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6% 0.1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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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2,233,857.39 1,911,270,181.21 7.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88,779,891.55 1,491,651,837.56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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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7,04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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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1,270.4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7,469.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784,451.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3,685.31  

合计 4,067,652.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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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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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3.72% 89,579,232  

质押 34,000,000 

冻结 36,504,000 

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

质大队 
国有法人 6.83% 44,613,364  质押 24,000,000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9% 41,079,168  质押 22,500,000 

吴红平 境内自然人 1.78% 11,627,876 8,720,907 质押 5,930,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5% 10,101,000    

区国辉 境内自然人 1.47% 9,599,9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新兴成长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7% 5,000,000    

欧国强 境内自然人 0.54% 3,502,500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3% 2,785,233    

王京先 境内自然人 0.38% 2,46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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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89,579,232 人民币普通股 89,579,232 

云南省核工业二 0 九地质大队 44,613,364 人民币普通股 44,613,364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41,079,168 人民币普通股 41,079,16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0,10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101,000 

区国辉 9,599,914 人民币普通股 9,599,91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新兴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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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国强 3,502,5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2,500 

吴红平 2,906,969 人民币普通股 2,906,969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2,785,233 人民币普通股 2,785,233 

王京先 2,461,018 人民币普通股 2,461,01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未知其

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区国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8,613,098 股外，还通过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986,816 股，共计持有公

司股票 9,599,914 股；公司股东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785,233 股；公司股东王京先除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50,000 股外，还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2,411,018 股,共计持有公司股票 2,461,018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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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总体经营情况                             

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03,014,112.38 100,853,280.28 2.14 

营业利润 1,330,187.88 2,100,841.35 -36.68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93,252.70 1,689,088.57 -47.1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174,399.78 793,301.49 -500.15 

1、营业收入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216.08万元，增长率2.14%；主要原因系：一、本期贸易收入增加

1,775.48万元；二、本期主要产品价格同比下降，主要是区熔锗价格同比下降27.21%等，由于产品价格下

降减少营业收入合计1,057.37万元；三、主要产品销售数量同比下降，其中：太阳能锗单晶片同比下降

86.69%，红外锗单晶产品同比下降61.84%等；由于产品销量下降减少营业收入合计502.03万元； 

2、营业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77.07万元，降低率36.68%，主要原因系：本期主要产品营业成本同

比上升1,328.40万元，上升率18.03%；营业成本上升幅度大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致使本期实际综合毛利

率为15.59%，同比上年的26.95%，下降了11.36个百分点，而本期的期间费用同比上年小幅下降。 

3、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本期较上年同期分别

下降47.12%、500.15%；主要原因系本期营业成本同比增长，综合毛利率下降所致。  

（二）会计报表项目金额变动超过30%的项目及原因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期末较期初增减（%） 

货币资金 131,523,884.34 96,251,034.14 36.65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0,189,116.41 120,164,027.14 -8.30 

其中：应收票据 14,357,648.48 23,195,941.89 -38.10 

应收账款 95,831,467.93 96,968,085.25 -1.17 

预付款项 31,353,263.16 22,949,806.31 36.62 

其他应收款 11,157,688.11 9,773,013.44 14.17 

存货 342,718,551.52 233,976,622.84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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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流动资产 15,258,335.50 4,305,863.16 254.36 

长期待摊费用 14,851,363.14 10,233,767.77 45.12 

预收款项 726,229.31 5,658,468.96 -87.17 

应付职工薪酬 1,141,413.01 1,743,223.55 -34.52 

其他应付款 151,647,811.62 58,580,629.33 158.87 

长期应付款 54,895,975.56   

 

增减变动原因： 

（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期初数上升36.65%，主要原因系本期向金融机构新增流动资金贷款7,530万元

所致。 

（2）应收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38.10%，主要原因系本期部分应收票据到期承兑及贴现所致。 

（3）预付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上升36.62%，主要原因系本期预付原料款增加所致。 

（4）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上升14.17%，主要原因系预付融资租赁保证金250万元所致。 

（5）存货期末数较期初数上升46.48%，主要原因系公司集中采购锗原料所致。 

（6）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上升254.36%，主要原因系本期集中采购锗原料，取得的进项税大

于销项税所致。 

（7）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期初数上升45.12%，主要原因系本期融资租赁业务按全额法计算的待按

受益期摊销的融资利息费用489.60万元所致。 

（8）预收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87.17%，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履行了合同约定，按约定提供了产

品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上升158.87%，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加股东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10,000万元所致。 

（10）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34.52%，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了员工按绩效考核的薪酬所致。 

（11）长期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5,489.60万元，主要原因系本期融资租赁业务按全额法计算的

本金、利息费用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减（%） 

销售费用 793,654.86 528,352.19 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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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损失 -2,540,054.40 830,405.52 -405.88 

信用减值损失 -1,079,380.45   

其他收益 991,270.45 762,240.27 30.05 

资产处置收益 3,667,049.68 677.48  

所得税费用 754,550.58 172,318.48 337.88 

少数股东损益  -20,145.97 572,682.31 -103.52 

增减变动原因： 

（1）销售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50.21%，主要原因系本期公司加大产品营销力度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405.88%，主要原因系本期砷化镓单晶片成品成本大幅下降，

可变现净值高于其成本，以前年度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转回所致。 

（3）信用减值损失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107.94万元，主要原因系本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报表列示变化所致。 

（4）其他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30.05%，主要原因系上期末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增加，

本期摊销额增加所致。 

（5）资产处置收益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加366.64万元，主要原因系转让云南省凤庆县砚田多金属及锗

矿详查探矿权处置利得所致。 

（6）所得税费用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337.88%，主要原因系以前年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转回、取得探

矿权处置利得产生的应交所得税增加所致。 

（7）少数股东损益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103.52%，原因系本期控股子公司的亏损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  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本期较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24,655,205.07 70,649,170.71 76.44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49,541,373.63 109,864,950.75 127.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886,168.56 -39,215,780.04 -218.46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587,000.00 -100.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1,674,422.30 222,660,041.67 -90.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625,577.70 -72,660,041.67 329.32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9,571.10 -65,473.32 8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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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减变动原因： 

（1）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76.44%，主要原因系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和收到的

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127.13%，主要原因系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支付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218.46%，主要原因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出小计大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所致。 

（4）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主要原因系本期无投资活动现金流入所致。 

（5）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本期较上年同期下降90.27%，主要原因系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支付

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下降所致。 

（6）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329.32%，原因系本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大

幅下降所致。 

（7）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本期较上年同期上升85.38%，主要原因系人民币兑换美元

汇率上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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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8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控股股东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部分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租赁业务。据此，

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与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编号为HXZL-HZ-2019017的《融资租赁合同》，

公司将评估价值为7331.39万元的27套（台）机器设备以5,000万元出售给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并同时

租回，租期3年，每季度等额支付租金457.47万元，租金共计5,489.59万元。在租赁开始时，公司为该项

业务支付手续费200万元、租赁押金250万元。租期届满时，公司将以1元的名义价款购回该租赁设备。 

公司控股股东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中的1,400万股股票作为质押,为公

司提供担保；自然人包文东本人及其配偶吴开惠为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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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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由控股股东提

供担保事项 
2019 年 01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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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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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包文东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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