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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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旭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裘剑调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苗苗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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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8,140,934.50 6,660,086,381.54 -6.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530,015,847.75 3,810,291,395.62 -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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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8,019,945.39 14.98% 6,254,990,267.26 15.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1,822,515.10 6.35% 617,827,914.32 8.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元） 
205,099,809.10 18.68% 582,586,867.39 25.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5,207,988.94 282.40% 922,017,459.40 120.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8 7.69% 0.81 9.4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8 7.69% 0.81 9.4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9% 0.33% 16.01% 1.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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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99,79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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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4,35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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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2,115.3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84,214.94  

减：所得税影响额 8,584,653.2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46,347.64  

合计 35,241,046.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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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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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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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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11% 384,523,746  质押 339,272,626 

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境外法人 16.93% 129,924,0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99% 38,310,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0% 19,218,92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4 组合  
其他 1.55% 11,930,07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其他 0.54% 4,136,381    

兴业全球基金－兴业银行－兴全－股

票红利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52% 3,979,442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0.46% 3,508,64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3% 3,299,58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 其他 0.40% 3,04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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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384,523,746 人民币普通股 384,523,746 

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129,924,090 人民币普通股 129,924,09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8,310,500 人民币普通股 38,310,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9,218,928 人民币普通股 19,218,928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社保基金 1104 组合  11,930,073 人民币普通股 11,930,07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六组合 4,136,381 人民币普通股 4,136,381 

兴业全球基金－兴业银行－兴全－股票红利特定

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3,979,442 人民币普通股 3,97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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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3,508,647 人民币普通股 3,508,64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299,581 人民币普通股 3,299,581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五组合 3,041,324 人民币普通股 3,041,32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力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 BILTING DEVELOPMENTS LIMITED 均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王旭宁控制的企业，两者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除上述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情况外，公司未知其

他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人情况。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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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254,647,689.31    179,761,212.35  41.66% 
主要系本期管理人员工资及相应办公差旅、股权激

励摊销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979,286.19     -16,077,864.78  -56.59%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下降所致 

投资收益 52,824,492.32  131,355,402.02  -59.79% 
主要系上期出售子公司、联营公司分红导致投资收

益较多所致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

资收益 
3,453,253.98  39,720,292.24  -91.31% 主要系上期联营公司分红所致 

信用减值损失 -8,577,774.25    100.00%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所致，将应收账款及其他

应收款的坏账损失列入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617,071.36  -12,166,788.52  -37.3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587,949.57      100.00%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导致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公

允价值变动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6,298,909.35      12,719,572.17  -50.48% 主要系本期资产处置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12,184,310.83  6,374,674.57  91.14% 主要系本期捐赠支出增加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0,247,044.56  -3,853,695.47  -165.90% 主要系本期尚科宁家（中国）公司亏损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7,424,903.36  -2,274,842.44  426.39% 主要系本期人民币汇率变动所致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0,247,044.56  -3,853,695.47  -165.90% 主要系本期尚科宁家（中国）公司亏损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22,017,459.40  418,462,966.54  120.33%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正常回款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579,500.00  47,390,251.34  -98.78% 主要系上期位于章丘的土地房产被政府收储所致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 
  103,683,299.35  -100.00% 主要系上期出售子公司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5,473,059.50  128,722,563.33  -72.44% 主要系本期购买固资减少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0,748,877.88  50,493,008.25  -58.91% 主要系本期对外投资减少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93,000,000.00  955,000,000.00  45.86%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资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1,880,575.39  186,253,647.00  -396.31% 主要系本期购买理财增加所致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4,500,000.00  -100.00% 主要系上期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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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期发生数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0,000,000.00  4,800,000.00  4275.00% 主要系本期收到银行承兑汇票贴现款所致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19,566,986.11  164,092,818.96  33.81% 主要系本期质押票据保证金所致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6,219,240.13  13,698,259.12  -54.60% 主要系本期汇兑收益下降所致 

项目 期末 年初 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1,254,860,625.68   2,401,908,241.50  -47.76% 主要系本期应收票据到期所致 

应收账款 481,165,200.39  170,334,201.29  182.48% 主要系本期收入增加所致 

预付款项 95,056,320.75  50,140,039.04  89.58% 主要系预付锁材款增加所致 

其中：应收利息 8,772,130.27  1,087,939.73  706.31% 主要系本期理财增加厘定利息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721,819,911.36  212,098,049.34  240.32% 主要系本期理财增加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53,798,187.73  -100.00%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将股权类投资核算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和"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所致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250,667,645.89    1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89,111,242.71    100.00% 

在建工程     15,062,768.93  9,525,015.95  58.14% 主要系本期零星工程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51,231,924.10      98,823,262.64  -48.16%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末计提的费用所致 

应付票据   749,962,721.17    398,577,915.90  88.16% 
主要系本期运用供应链金融开具应付票据付款增

加所致 

预收账款   272,182,091.82    539,246,286.69  -49.53% 主要系本期预收账款转入货款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9,588,204.65     199,388,479.30  -90.18% 主要系本期支付上期末计提的年终奖所致 

应交税费     57,892,277.64     139,042,561.43  -58.36% 主要系税金缴纳所致 

其他应付款    478,960,492.21     186,129,378.79  157.33% 主要本期计提半年度分红所致 

其中：应付股利    383,656,000.00      100.00% 主要本期计提半年度分红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4,285.69    100.00% 
主要系专利使用费本期即将在一年内摊销完毕重

分类至此科目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308,571.84  349,699.95  4277.63%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新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上升导致在未来出售时存在纳税义务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债   2,279,999.98  -100.00% 
主要系专利使用费本期即将在一年内摊销完毕重

分类至其他流动负债所致 

减：库存股 3,402,960.00  4,999,960.00  -31.94% 主要系本期股权激励限售股解禁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24,734,354.69  -1,179,916.24  2196.28%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

价值变动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 9,321,593.20      19,568,637.77  -52.36% 主要系本期尚科宁家（中国）公司亏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9年8月13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2019年9月11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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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公司拟按2019年6月末公司总股本767,371,000股扣

除拟回购注销的59,000股，即以767,31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5元（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红利383,656,000 元，不送红股，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  2019 年 08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为 2019-054 号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8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18年11月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的预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少于（含）人民币4,000万元，不

超过（含）人民币8,000万元，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0元 /股（经

2018年度权益分派和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后现调整至18.7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暂未进行回购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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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类别 

初始投资成

本 

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计公允

价值变动 

报告期内

购入金额 

报告期内售出

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基金 232,420,187.73 1,587,949.57 61,506,044.80 0.00 -7,741,551.59 90,391,983.01 289,111,242.71 自有资金 

其他 221,378,000.00 6,038,296.19 29,289,645.89    250,667,645.89 自有资金 

合计 453,798,187.73 7,626,245.76 90,795,690.69 0.00 -7,741,551.59 90,391,983.01 539,778,888.60 --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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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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委托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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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300 35,074.76 0 

信托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52,000 32,000 0 

合计 139,300 67,0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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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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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月 02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2019 年 7 月 2 日、7 月 5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

录表》 2019 年 07 月 05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8 月 15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2019 年 8 月 15 日、8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 2019 年 08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2019 年 09 月 1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2019 年 9 月 16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19 年 09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2019 年 9 月 18 日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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