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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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韩方如、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玉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赵玉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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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850,395.28 375,882,015.14 4.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584,426.78 26,651,270.62 -15.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2,406,755.55 26,518,073.50 -15.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433,981.32 -76,119,980.14 120.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9 0.0211 -15.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9 0.0211 -15.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0%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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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0,996,220.37 11,363,749,429.74 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97,203,826.33 7,464,720,084.4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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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6,912.8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9,241.65  

合计 177,67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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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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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汇如 境内自然人 47.56% 600,271,904 190,771,904 冻结 417,126,016 

新余顺成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55% 158,388,752 158,388,752 冻结 56,500,000 

韩真如 境内自然人 6.95% 87,750,000 65,812,500 冻结 17,000,000 

韩方如 境内自然人 6.95% 87,750,000 65,812,500 冻结 17,000,000 

四川产业振兴发

展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5.70% 71,908,824 0   

潘晓东 境内自然人 1.36% 17,199,200 0 冻结 17,199,200 

刘国力 境内自然人 0.98% 12,413,459 0   

全国社保基金六

零四组合 
其他 0.92% 11,651,000 0   

李剑 境内自然人 0.49% 6,243,183 0   

修长明 境内自然人 0.34% 4,261,100 0 冻结 3,23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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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汇如 409,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9,500,000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71,908,824 人民币普通股 71,908,824 

韩真如 21,9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37,500 

韩方如 21,9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1,937,500 

潘晓东 17,199,2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99,200 

刘国力 12,413,459 人民币普通股 12,413,459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11,6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51,000 

李剑 6,243,183 人民币普通股 6,243,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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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长明 4,261,100 人民币普通股 4,261,100 

邹瑞莲 3,505,4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5,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股东韩方如、韩真如、韩汇如为姐弟关系，系关联股东，非一致行动人；新余顺成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余文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关联企业，系业绩

承诺一致义务人；除以上情况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中的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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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584,329,199.86 386,353,586.29 51.24%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预收款及贷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529,071,757.63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326,881,757.63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其他流动资产 29,589,022.94 231,403,665.60 -87.21% 主要是报告期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739,811,200.00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050,482,400.00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短期借款 797,732,253.18 600,000,000.00 32.96%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购买材料增加贷款影响 

预收款项 312,770,667.64 159,928,255.59 95.57% 主要是报告期订单增多预收款增加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395,301,943.77 186,275,541.20 112.21% 主要是子公司老挝开元外币折算影响以及持有的

青岛银行股价变动影响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研发费用 8,266,885.74 2,651,027.32 211.84% 主要是报告期公司研发支出增加响 

资产减值损失 -5,832,232.40 -12,220,604.07 52.28%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回应收账款增加影响 

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

收益 

1,073,889.94 758,791.35 41.53% 主要是报告期联营企业投资收益影响 

营业利润 25,752,928.00 39,075,740.56 -34.09%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汇元达影响 

利润总额 25,969,840.88 39,234,109.17 -33.81%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汇元达影响 

所得税费用 4,419,348.24 13,049,660.36 -66.13%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汇元达影响 

少数股东损益 -1,033,934.14 -466,821.81 -121.48% 主要是报告期同盛公司亏损影响 

其他债权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

动 

233,003,400.00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持有青岛银行股价变动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2,702,648.62 -100.00% 主要是报告期持有青岛银行资产科目调整影响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1,033,934.14 -466,821.81 -121.48% 主要是报告期同盛公司亏损影响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23,976,997.43 -40,477,243.84 40.76% 主要是报告期子公司汇元达外币资产科目影响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433,981.32 -76,119,980.14 120.28% 主要是报告期收到的预收款增加影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62,679.14 52,275,245.37 -138.76% 主要是报告期投资理财所支付的现金增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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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337,643.03 70,854,382.79 170.04% 主要是报告期取得贷款增加影响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2,056,373.90 -3,416,926.66 160.18% 主要是报告期汇率变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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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公司就江苏省泰兴市虹桥工业园区安置房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与泰兴虹桥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泰兴市虹桥

园工业开发有限公司（协议甲方）签订了《委托代建合作协议》，合同总金额约9.5亿元。公司已于2014年9月11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4），

对合同签订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信息披露；同时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5号：日常经营

重大合同》有关规定定期、持续将本协议的进展情况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

经收到安置房项目合同款29,839万元，后续工程进度款将按照合同约定进行申报。另，截至本报告期末，镇江市李家山旧城

改造项目仍处于停滞情形，与之前进度相比无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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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 50%以上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40.00% 至 180.00%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2,570.92 至 29,019.75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6,122.0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及子公司业务稳步提升，因此预计公司 2019 年 1-6 月实

现净利润比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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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允价 计入权益的累 报告期内购入 报告期内售 累计投资收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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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值变动损益 计公允价值变

动 

金额 出金额 益 

其他 
492,141,00

0.00 

310,671,200.

00 

530,931,400.0

0 
  

122,623,500

.00 

1,023,072,4

00.00 
自有资金 

合计 
492,141,00

0.00 

310,671,200.

00 

530,931,400.0

0 
0.00 0.00 

122,623,500

.00 

1,023,072,4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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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9 年 02 月 21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9 年 02 月 27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2019 年 03 月 06 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公司经营情况，未提供资料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韩方如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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