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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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杨鑫、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乐美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乐美彧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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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153,884,520.14 1,182,498,466.22 -2.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794,621,305.99 794,419,701.72 0.0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6,320,090.37 -11.78% 675,159,943.51 -1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22,938.87 -229.78% 201,604.27 -98.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61,391.12 -111.75% -631,293.85 -125.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729,605.79 -242.09% -260,906,248.08 -297.6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7 -230.77% 0.0005 -98.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7 -230.77% 0.0005 -98.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0.16% 0.03% -1.80%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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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5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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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932.3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8,047.48  

资产内部转移评估增值额对应所得税 -9,173,180.83 

公司将原总公司及分公司持

有的硅橡胶资产向子公司江

苏明珠进行增资，该资产经评

估后产生增值，公司缴纳增值

额对应所得税 91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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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银行金融理财投资收益 12,083,826.56 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2,268,177.54  

合计 832,89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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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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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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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鸿孜企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23% 122,100,000 122,100,000   

江苏伟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9.98% 43,159,343    

龚锦娣 境内自然人 1.53% 6,601,299    

朱燕梅 境内自然人 1.20% 5,200,809    

周春林 境内自然人 0.83% 3,588,351    

北京怀信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怀信信

安 3 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8% 2,930,000    

李山青 境内自然人 0.55% 2,390,600    

袁媛 境内自然人 0.51% 2,219,300    

熊雨昊 境内自然人 0.40% 1,721,600    

雷光玉 境内自然人 0.40% 1,709,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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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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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种类 数量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3,159,343 人民币普通股 43,159,343 

龚锦娣 6,601,299 人民币普通股 6,601,299 

朱燕梅 5,200,809 人民币普通股 5,200,809 

周春林 3,588,351 人民币普通股 3,588,351 

北京怀信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怀信信安 3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2,9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0,000 

李山青 2,390,600 人民币普通股 2,390,600 

袁媛 2,21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219,300 

熊雨昊 1,721,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1,600 

雷光玉 1,709,4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9,400 

黄春芳 1,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龚锦娣、朱燕梅存在关联关系。龚锦娣为江苏伟伦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德洪之妻、朱燕梅为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朱德洪之女。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熊雨昊通过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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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1,600 股。雷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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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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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指标变动说明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

年同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

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原因 

营业收入（元） 256,320,090.37 -11.78% 675,159,943.51 -19.90% 市场硅橡胶价格下跌，导致明珠硅橡

胶业务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元） 

-722,938.87 -229.78% 201,604.27 -98.62% 受外部大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影响，公

司产品的销售价格及材料的采购价

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导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毛利额较去年同期减

少1298万，同比下降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561,391.12 -111.87% -631,293.85 -125.52% 原因同上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7,729,605.79 -242.09% -260,906,248.08 -297.66% 1、受销售额减少等因素影响，公司现

金流入减少；2、受新设子公司上海鸿

翥采购原材料等因素影响，公司现金

流出增加；3、公司为保障DMC供应，

增加了预付款；鉴于上述原因，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7 -228.59% 0.0005 -98.62% 受外部大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影响，公

司产品的销售价格及材料的采购价

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导致

年初至报告期末毛利额较去年同期减

少1298万，同比下降1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7 -228.59% 0.0005 -98.62% 原因同上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09% -229.91% 0.03% -98.61% 原因同上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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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原因 

货币资金 22,332,903.58 37,124,881.62 -39.84% 增加主要原材料DMC采购付款，

增加资金占用 

预付款项 56,770,703.91 15,680,481.19 262.05% 增加主要原材料DMC采购，供应

商尚未开票 

存货 276,508,702.93 86,349,651.28 220.22% 新设全资子公司上海鸿翥，已开

展正常经营活动，增加原材料采

购，导致存货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458,780,299.15 691,127,338.94 -33.62% 赎回理财产品，用于购买原材

料，导致理财产品减少 

应付账款 64,367,814.41 40,802,481.12 57.75% 增加原材料采购，增加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29,847,917.19 14,084,028.42 111.93% 增加款到发货销售订单，预收款

增加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原因 

营业收入 675,159,943.51 842,884,803.60 -19.90% 市场硅橡胶价格下跌，导致明珠

硅橡胶业务下降 

营业成本 607,390,225.57 762,136,142.28 -20.30% 市场硅橡胶原材料价格下跌，成

本下降 

财务费用 -1,275,682.49 -3,007,895.99 57.59% 本期流动资金利息收入减少，汇

兑收益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447,037.51 -8,612,666.11 94.81% 上期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江南化工”）未履约合

同减值准备850万元 

营业外支出 758,978.24 232,385.20 226.60% 本期宏达新材税务迁址注销涉

及的印花税及增值税 

少数股东损益 0.00 1,607,559.62 -100.00% 本期无少数股东，所有子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 

 

合并年初到报告期末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原因 

支付的各项税费 27,453,968.94 12,270,687.23 123.74% 公司将原总公司及分公司持有

的硅橡胶资产向子公司江苏明

珠进行增资，该资产经评估后产

生增值，公司缴纳增值额对应所

得税9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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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081,070.26 240,000.00 2850.45% 本期收到江南化工的硅氧烷资

产款项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2,129,745,189.13 3,160,034,728.14 -32.60% 本期因经营需要，用于投资理财

产品的资金减少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1,874,045,000.00 3,247,783,000.00 -42.30% 同上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0.00 8,126,300.00 -100.00% 上期对少数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本期无少数股东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880,086.15 2,245,874.81 -60.81% 受汇率波动影响，本期汇兑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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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见下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召开了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9

月 25日召开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现金收购上海观

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公司拟以现金支付方式

收购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骥勤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的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95%股权和江苏卓睿控股有限公司

持有的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

股权。本次交易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或重组上市。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公告编号：2019-050，《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公告编号：2019-052，《关于现金收购

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18 日 

公告编号：2019-058，《关于深圳证券

交易所《关于对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26 日 

公告编号：2019-060，《2019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019 年 10 月 18 日 

公告编号：2019-061，《关于现金收购

上海观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关于公司内部硅橡胶业务资产重组

方案调整及增加注入资产的议案》涉及

的内部资产重组方案中，公司拟注入江

2018 年 12 月 13 日 

公告编号：2018-055，《关于春源分公

司硅橡胶业务转到子公司江苏明珠经

营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4 月 18 日 公告编号：2019-022，《关于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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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明珠的资产中包括公司拥有的土地

证编号为“镇国用（2011）第 10493

号”的 19,922 平方米城镇住宅用地土

地所有权（计入无形资产）及地上在建

项目资产（计入在建工程）。出于减少

本次内部资产重组的交易成本以及该

地块存在政府未来用途规划等因素考

虑，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9 日召开了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9月 25日召开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内

部硅橡胶业务资产重组方案注入资产

金额的议案》，将该土地所有权及地上

在建项目资产从拟注入江苏明珠的资

产范围中剔除。 

硅橡胶业务资产重组方案调整及增加

注入资产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公告编号：2019-050，《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10 日 

公告编号：2019-053，《关于调整公司

内部硅橡胶业务资产重组方案注入资

产金额的公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9 月 26 日 

公告编号：2019-060，《2019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公司董事会于 2019 年 10 月 21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

司江苏明珠硅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为优化资源配置，改善

资产结构，推进业务转型升级，增强持

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以公开

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

橡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

易事项暂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或重组上市，且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9 年 10 月 22 日 

公告编号：2019-064，《关于以公开拍

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

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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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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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100.00% 至 -68.55%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0 至 350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11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主营硅橡胶业务受市场行情影响，整体销售业务有较大回落，产品售

价降幅较成本价格降幅更高； 

2、5 月份公司将原总公司及分公司持有的硅橡胶资产向子公司江苏明珠

进行增资，该资产经评估后产生增值，公司缴纳增值额对应所得税 917

万元； 

3、公司投资设立子公司上海鸿翥，拓展信息安全业务，逐步实现公司战

略转型升级，目前上海鸿翥相关业务仍在起步阶段； 

4、2019 年 10 月 18 日，上海观峰股权已完成过户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并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全年业绩将包含上海观峰 2019 年全年实现的净

利润。 

5、为优化资源配置，改善资产结构，推进业务转型升级，增强持续发展

能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以公开拍卖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江苏明珠硅橡

胶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存在不

确定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尚待公开拍卖结果才能最终确定，公司

将依规及时披露后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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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0,957 40,95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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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0,957 40,957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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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鑫 

2019年10月24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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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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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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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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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