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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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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沈伟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伟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薛群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35,465,978.94 3,189,057,685.71 -3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02,803,546.85 775,528,279.58 29.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605,658.51 47,993,292.40 -255.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

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391,957,155.17 271,029,995.14 41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1,040,507.89 -15,318,942.12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5,869,532.05 -15,906,722.07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5.93 -1.78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9 -0.023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49 -0.023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4,961,408.2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

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29,334.4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7,293.1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85,944.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5,8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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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影响额 -20,395,284.00  

合计 195,170,975.8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53,65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

公司 
180,468,652 27.23  质押 110,468,652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宋月萍 7,630,514 1.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刘江霞 5,604,100 0.8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陈曦 5,275,000 0.8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纪军 4,829,100 0.7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世娣 4,340,000 0.6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姜洪星 3,622,428 0.5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张淑林 3,536,167 0.5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朱爱芬 3,516,100 0.5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吴国荣 3,424,699 0.5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 180,468,652 人民币普通股 180,468,652 

宋月萍 7,630,514 人民币普通股 7,630,514 

刘江霞 5,604,100 人民币普通股 5,604,100 

陈曦 5,275,000 人民币普通股 5,275,000 

徐纪军 4,829,100 人民币普通股 4,829,100 

王世娣 4,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40,000 

姜洪星 3,622,428 人民币普通股 3,622,428 

张淑林 3,536,167 人民币普通股 3,536,167 

朱爱芬 3,516,1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6,100 

吴国荣 3,424,699 人民币普通股 3,424,6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集团”）2020年 3月 30日向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申请解除质押 7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同日，上述合计 70,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解除质押。2020年 4月 1日界龙集团将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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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公司股份 7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界龙集团持股总数的 38.79%，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10.56%）再质押给海通证券。再质押后界龙集团未向海通证券增加新的融资负债。截止本 

报告披露日，界龙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80,468,652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23%；其中累计 

质押股份数量为 180,468,652 股，占界龙集团持股总数的 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7.23%。以上 

事项公司已于 2020年 4月 1日发布《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部分股票解质并再质押的公告》（临 

2020-011）。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类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百分比 

货币资金 126,996,747.61 188,652,564.28 -61,655,816.67 -32.68% 

应收账款 350,846,954.01 183,140,948.56 167,706,005.45 91.57% 

应收款项融资 2,082,392.00 100,000.00 1,982,392.00 1982.39% 

预付款项 3,654,618.38 5,642,353.77 -1,987,735.39 -35.23% 

其他应收款 114,342,855.74 27,465,928.82 86,876,926.92 316.31% 

存货 267,370,927.67 1,410,673,539.67 -1,143,302,612.00 -81.05% 

持有待售资产  56,652,889.85 -56,652,889.85 -100.00% 

长期应收款 129,795.98 195,203.66 -65,407.68 -33.51% 

应付票据 10,000,000.00 16,000,000.00 -6,000,000.00 -37.50% 

预收款项 12,296,451.62 1,138,165,499.36 -1,125,869,047.74 -98.92% 

应付职工薪酬 20,197,164.20 37,128,028.45 -16,930,864.25 -45.60% 

应交税费 77,316,126.30 27,899,280.02 49,416,846.28 177.13% 

其他应付款 114,503,511.27 221,723,842.40 -107,220,331.13 -48.36% 

持有待售负债  32,747,372.86 -32,747,372.86 -100.00% 

长期应付款 7,232,722.55 14,951,349.84 -7,718,627.29 -51.62% 

未分配利润 236,921,186.62 5,880,678.73 231,040,507.89 3928.81% 

少数股东权益 50,179,892.70 37,366,113.91 12,813,778.79 34.29% 

总资产 2,135,465,978.94 3,189,057,685.71 -1,053,591,706.77 -33.04% 

（1）货币资金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归还部分银行贷款以及股东方借款所致； 

（2）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相应增加应收款所

致； 

（3）应收款项融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未结算的票据增加所致； 

（4）预付款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减少预付货款所致； 

（5）其他应收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相应增加应收股权转让款所致； 

（6）存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约 11亿

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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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持有待售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出售持有待售资产所致； 

（8）长期应收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收回融资租赁款所致； 

（9）应付票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减少票据结算所致； 

（10）预收款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所致； 

（11）应付职工薪酬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支付上年度奖金所致； 

（12）应交税费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增加收入利润相应增加企业所得税所致； 

（13）其他应付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确认子公司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相应转出预收股权款

以及归还股东方借款所致； 

（14）持有待售负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出售持有待售负债所致； 

（15）长期应付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子公司本期支付融资租赁款所致； 

（16）未分配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盈利所致； 

（17）少数股东权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房产板块下属控股子公司本期盈利所致； 

（18）总资产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同时结转存货（约 11

亿元）及预收款项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损益类 本期余额 上期同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百分比 

营业收入 1,391,957,155.17 271,029,995.14 1,120,927,160.03 413.58% 

营业成本 1,251,821,126.09 223,084,294.76 1,028,736,831.33 461.14% 

税金及附加 3,220,404.34 2,060,455.72 1,159,948.62 56.30% 

销售费用 9,378,015.62 14,327,916.87 -4,949,901.25 -34.55% 

研发费用 1,984,342.24 3,238,116.56 -1,253,774.32 -38.72% 

财务费用 8,297,190.08 13,544,129.39 -5,246,939.31 -38.74% 

其他收益 1,037,137.68 3,254,116.64 -2,216,978.96 -68.13% 

投资收益 214,600,642.17 242,085.62 214,358,556.55 88546.59% 

资产减值损失 -1,153,198.52 -108,252.25 -1,044,946.27 -965.29% 

资产处置收益 450,556.18 -59,300.83 509,857.01 859.78% 

营业利润 299,819,954.17 -15,415,531.11 315,235,485.28 2044.92% 

营业外收入 509,121.71 70,569.45 438,552.26 621.45% 

营业外支出 325,177.49 11,065.14 314,112.35 2838.76% 

利润总额 300,003,898.39 -15,356,026.80 315,359,925.19 2053.66% 

所得税费用 42,039,690.19 1,565,109.74 40,474,580.45 2586.05% 

净利润 257,964,208.20 -16,921,136.54 274,885,344.74 1624.51%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231,040,507.89 -15,318,942.12 246,359,450.01 1608.20% 

少数股东损益 26,923,700.31 -1,602,194.42 28,525,894.73 1780.43% 

（1）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所致； 

（2）营业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同时结转成本所致； 

（3）税金及附加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营业收入增加相应税金增加所致； 

（4）销售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印刷包装板块本期营业收入下降相应减少销售费用所致； 

（5）研发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印刷包装板块子公司本期减少研发投入所致； 

（6）财务费用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房产板块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借款利息支出所致； 

（7）其他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计入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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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投资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约 2.1亿

元； 

（9）资产减值损失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计提存货跌价损失所致； 

（10）资产处置收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固定资产处置收益所致； 

（11）营业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以及下属房产板块

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增加营业利润； 

（12）营业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计入营业外收入的政府补助所致； 

（13）营业外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赔偿支出所致； 

（14）利润总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以及下属房产板块

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增加利润总额； 

（15）所得税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利润相应增加所得税费用； 

（16）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以及下属房产板块动

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增加净利润； 

（17）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

以及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本期确认收入增加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少数股东损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下属部分控股子公司本期比去年同期增加净利润所致。 

 

2020年1-3月合并报表现金流量表显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460.57万元，投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846.08万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228.81万元。其

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减少12,259.90万元，主要是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房

地产项目预收房款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6,783.79万元，主要是本

期比去年同期增加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

去年同期减少2,753.73万元，主要是本期比去年同期减少银行借款所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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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于2019年12月16日、12月18日分别发布《关于第一大股东签订控制权变更相关协议的

公告》（临2019-058）及《关于第一大股东签订控制权变更相关协议的补充公告》（临2019-059），

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龙集团”）同意将其所持有的界龙实业180,468,652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27.23%）转让给丽水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浙发易连”）。本次交易共涉及交易对价140,000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18日，双方已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且质权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出

具《质权人确认函》。《股份转让协议》项下第一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先决条件已经达成。截

至2020年3月31日，界龙集团累计收到浙发易连支付的股份转让款29,600万元。收购方浙发易连尚

未完成第一期股份转让款项支付。 

2020年4月17日，公司第一大股东界龙集团收到浙发易连支付的股份转让款2.54亿元。截至

2020年4月17日，界龙集团累计收到股份转让款5.50亿元，浙发易连已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

的第一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界龙集团与浙发易连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相关表决权委

托事项已生效,已进入表决权委托的有效期间。 

表决权委托事项生效后，浙发易连在上市公司中拥有委托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80,468,65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7.23%；浙发易连实际控制人王爱红成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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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易进展，公司已分别发布《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19-063、临2020-001、临2020-004、临2020-010、临2020-012、临2020-013）、《关于表决权

委托事项生效暨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临2020-016）。 

2、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上市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部分子公司股权出售予界龙集团以及向界龙

集团受让上海界龙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少数股权，上述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并以界龙集团收到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的部分股份转让价款为前提条件。 

相关事项公司已于2019年11月28日发布了《第九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临2019-053）、

《关于公司转让部分下属子公司股权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19-055）、《关于公司收购上

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界龙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17%股权所涉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19-056）；2019年12月20日发布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19-061）。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前述子公司股权转让中，上海界龙浦东彩印有限公司、上海界龙印铁制

罐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光明信息管理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界龙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款

已足额收付，并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余子公司股权转让交易将根据前述上市公司股份转

让进展逐步实施执行。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2020年1月22日、2020年3月31日发布《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暨工商变

更登记的公告》（临2020-006、临2020-009），2020年4月17日发布《关于子公司股权转让进展的

公告》（临2020-014）。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实现扭亏为盈，变化的主

要原因是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转让部分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收益以及下属房产板块动迁房项目确

认收入增加利润所致。 

 

 

公司名称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沈伟荣 

日期 2020年 4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