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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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绍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周建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耿成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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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78,134,844.95 10,204,115,046.64 4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9,564,457.07 11,516,418.32 50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06,989,496.27 13,848,860.75 -872.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01,928,033.77 176,866,301.27 -496.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674 0.0111 507.2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674 0.0111 507.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0% 0.46%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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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3,680,967.31 13,515,196,139.21 5.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484,583,153.96 2,494,339,353.37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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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951,110.0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87,884.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9,272.51  

合计 176,553,95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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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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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89% 195,032,514 1,500,000   

深圳市天富锦创

业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自然人 9.73% 100,473,933 100,473,933 质押 100,473,933 

北京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36% 86,300,019    

中国华建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7.75% 80,081,582  质押 12,180,000 

深圳市鼎鹏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自然人 2.75% 28,365,910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2.57% 26,565,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45% 25,347,407    

马海军 境内自然人 2.03% 21,000,000    

阳光资管－工商

银行－阳光资产

－积极配置 3 号

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1.21% 12,486,776    

陈夏雨 境内自然人 0.57% 5,88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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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3,532,514 人民币普通股 193,532,514 

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86,300,019 人民币普通股 86,300,019 

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80,081,582 人民币普通股 80,081,582 

深圳市鼎鹏投资有限公司 28,365,910 人民币普通股 28,365,910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6,56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565,5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5,347,407 人民币普通股 25,347,407 

马海军 2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000,000 

阳光资管－工商银行－阳光资产

－积极配置 3 号资产管理产品 
12,486,776 人民币普通股 12,486,776 

陈夏雨 5,887,809 人民币普通股 5,887,809 

阳光资产－工商银行－主动配置

三号资产管理产品 
5,603,287 人民币普通股 5,603,28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18 年 8月 20 

日上午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除上述一致行动关系外，公司未发现其他股东之间存

在关联关系，也未发现其他股东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1、股东中国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2,186,298 股，通过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67,895,284 股，实际合计持有 80,081,582 股。2、股东马海军通过

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1,000,000 股，实际合计持

有 21,000,000 股。3、股东陈夏雨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 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5,887,809 股，实际合计持有 5,88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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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1,612,259,969.09 681,568,415.30 930,691,553.79 136.55% (1) 

应收款项融资 2,000,000.00  2,000,000.00 100% (2) 

预付款项 1,083,835,793.11 771,103,216.39 312,732,576.72 40.56% (3) 

其他应收款 553,623,701.24 198,710,329.15 354,913,372.09 178.61% (4) 

其他流动资产 129,823,785.52 255,820,562.70 -125,996,777.18 -49.25% (5) 

固定资产 124,452,997.97 252,788,235.87 -128,335,237.90 -50.77% (6) 

在建工程 248,993,131.15 196,347,979.92 52,645,151.23 26.81% (7) 

短期借款 2,321,000,000.00 1,932,500,000.00 388,500,000.00 20.10% (8) 

应付账款 1,668,068,325.01 586,130,313.09 1,081,938,011.92 184.59% (9) 

预收款项  1,043,144,441.07 -1,043,144,441.07 -100.00% (10) 

合同负债 224,602,775.89  224,602,775.89 100%% (11) 

应付职工薪酬 21,211,157.37 53,568,284.04 -32,357,126.67 -60.40% (12) 

应交税费 55,526,360.32 98,246,651.34 -42,720,291.02 -43.48% (1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179,716,000.00 142,924,000.00 36,792,000.00 25.74% (14) 

长期借款 211,320,000.00 283,843,000.00 -72,523,000.00 -25.55% (15) 

资本公积 417,278,056.99 469,696,397.49 -52,418,340.50 -11.16% (16) 

盈余公积 133,429,058.88 160,776,059.86 -27,347,000.98 -17.01% (17) 

利润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14,378,134,844.95 10,204,115,046.64 4,174,019,798.31 40.91% (18) 

营业成本 14,008,073,601.24 9,794,724,703.98 4,213,348,897.26 43.02% (19) 

销售费用 248,216,855.97 160,012,218.68 88,204,637.29 55.12% (20) 

管理费用 104,082,497.53 83,381,318.72 20,701,178.81 24.83% (21) 

研发费用 14,693,238.46 10,809,827.57 3,883,410.89 35.92% (22) 

财务费用 92,205,920.80 79,641,816.40 12,564,104.40 15.78% (23) 

其他收益 3,025,536.61 2,242,876.14 782,660.47 34.90% (24)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82,639,940.11 4,583,104.53 178,056,835.58 3885.07% (25)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6,492,560.22 -48773136.51 42,280,576.29 -86.69% (26) 

减：营业外支出 4401667.73 1,824,052.90 2,577,614.83 141.31% (27)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变动金额 变动幅度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14,484,143,863.25 11,275,018,313.31 3,209,125,549.94 28.46% (28) 

收到的税费返还 28,985,198.82 138,647.10 28,846,551.72 20805.74% (2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 

14,336,899,333.71 10,425,342,093.13 3,911,557,240.58 37.52% (3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 

204,227,027.92 155,785,577.69 48,441,450.23 31.09% (3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36,777,668.09 89,489,423.74 47,288,244.35 52.84% (32)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658,713,466.38 568,307,827.04 90,405,639.34 15.91% (33)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368,925.39 -1,368,925.39 -100.00% (34)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

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71,100,000.00 -71,100,000.00 -100.00% (35)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6,399,193.00 -6,399,193.00 -100.00% (3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

付的现金 

43,417,113.37 24,618,182.21 18,798,931.16 76.36% (37)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36,982,286.23 11,520,000.00 25,462,286.23 221.03% (38)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2,910,193.50 -2,910,193.50 -100.00% (39)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1,392,500,000.00 27,960,000.00 1,364,540,000.00 4880.33% (4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91,731,000.00 576,308,250.00 415,422,750.00 72.08% (41)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87,161,100.00   87,161,100.00 100% (42) 

(1) 主要系应收客户货款增加所致 

(2) 主要系应收票据贴现重分类所致 

(3) 主要系新品上市，预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4) 主要系转让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和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所致 

(5) 主要系待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减少所致 

(6) 主要系转让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和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所致 

(7) 主要系深圳湾超级总部工程发生支出所致 

(8) 主要系销售增长，融资规模相对有所增长所致 

(9) 主要系期末应付供应商货款增加所致。 

(10)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11)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12) 主要系本期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13) 主要系上期计提本期支付所致 

(14) 主要系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5) 主要系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及归还借款所致 

(16) 主要系公司二级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收购三级子公司深圳市易天移动数码连锁有限公司少数股

权所致 

(17) 主要系公司二级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收购三级子公司深圳市易天移动数码连锁有限公司少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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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致 

(18) 主要系调整销售结构增加销售所致 

(19) 主要系成本随收入增长而增长所致 

(20) 主要系公司在确保销售额增长的情况下，投入销售市场费用较上期增加所致 

(21) 主要系本期职工薪酬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22) 主要系新增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所致 

(23) 主要系本期计提中期票据利息所致 

(24)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贴所致 

(25) 主要系转让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和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所致 

(26) 主要系本期延续会计政策变更所致 

(27) 主要系本期向江西慈善总会捐赠所致 

(28) 主要系销售增加所致 

(29) 主要系本期收到到出口退税款所致 

(30) 主要系支付货款增加所致 

(31) 主要系支付职工薪酬所致 

(32) 主要系本期支付增值税等税款较多所致。 

(33) 主要系支付往来款及保证金等增加所致。 

(34) 要系上期收到退回投资本金所致 

(35) 主要系收到处置子公司股权款所致 

(36) 主要系收到处置子公司股权款所致 

(37) 主要系深圳湾超级总部工程投入增加所致 

(38) 主要系转让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和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95%股权所致。 

(39) 主要系上期子公司接受投资所致 

(40) 主要系销售增长，融资规模相对有所增长所致 

(41) 主要本期偿还借款所致 

(42) 主要系公司二级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收购三级子公司深圳市易天移动数码连锁有限公司少数股

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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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内的重要事项均已披露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与贵酒发展关于章贡酒业 95%股权

和长江实业 95%股权转让达成协议，收

到了首笔转让款并完成了工商变更 

2020 年 03 月 11 日 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3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2020 年 04 月 09 日 巨潮资讯网 

公司收购关联方天富锦持有的公司控股

孙公司易天数码 45%的股权 
2020 年 03 月 25 日 巨潮资讯网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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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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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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02 月 24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2

0-02-25/1207322636.pdf 

2020 年 03 月 09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static.cninfo.com.cn/finalpage/202

0-03-10/1207360282.pdf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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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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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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