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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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袁金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徐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黄燕兵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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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4,658,164.44 492,009,611.88 10.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83,895,061.89 101,947,634.38 -1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78,267,609.15 73,590,362.97 6.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112,327.53 197,394,997.45 -62.4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1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4% 2.51%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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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0,960,691.26 5,237,358,697.08 3.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07,194,287.18 4,298,269,302.15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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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61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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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9,143.47  

减：所得税影响额 993,079.9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5,627,45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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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概述 

一、 2019 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54,465.82 万元，创公司一季度当季销售历史新高，对比上年同期销售

49,200.96万元，增长了 10.70%，保持了持续增长的趋势。其中，各核心业务线发展情况如下： 

1.通过十多年耕耘，公司成为了 BOSCH、VALEO、Tesla等众多全球知名汽车电子企业正式供应商，汽车电子市场成为公

司继消费类，通讯类等领域后又一个重点发展产业。自 2016年成立汽车电子事业部以来,紧跟全球汽车行业发展趋势。公司

同时在国内海外市场精耕细作，汽车于 2018年开始进入快速成长期。 

公司汽车电子业务销售收入同比去年一季度和环比去年四季度都实现了快速成长。公司一方面全力扩展现有的和全新的

产品平台基础，另一方面开始全面对接汽车车载电子的各个应用领域，如先进的辅助驾驶系统（ADAS），电池管理系统（BMS），

车载充电（OBC），电控驱动，LED汽车照明，车联网等等，针对性地开发各个应用领域专用汽车电子产品。 

因为汽车电子具有大客户品质严苛、认证周期长、市场门槛高、产品生命期长等特点，所以随着公司汽车电子产品开始

大批量交付、市场份额逐年持续提升以及新产品持续通过客户承认，公司汽车电子销售收入将保持长期性、可持续快速成长

态势。 

2.通讯领域是公司目前和未来的重要市场领域。公司与核心手机客户合作广度、深度进一步拓展，现有核心客户市场份

额持续增长，与潜在核心客户合作持续深入；同时，伴随着 5G 基站对公司高性能电感、高功率电感、滤波器、耦合器等产

品单板用量需求大幅增加，公司一方面积极导入现有产品，另一方面积极开发 5G 基站专用物料。预计公司通讯及通信领域

销售收入将保持持续成长态势。 

3.公司精密陶瓷相关业务对比去年同期持续增长。随着可穿戴式电子终端、随身医疗监护终端以及其他新兴消费电子对

精密陶瓷产品的强劲需求，市场规模有望实现大幅度增长。公司前期已经积极完成市场布局、技术布局，同时与国内外多家

知名企业的未来项目上保持着深度开发合作，技术水平领先。预计公司精密陶瓷相关业务未来具有良好成长空间。 

二、毛利情况说明：2019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销售毛利 18,942.30 万元，对比上年同期销售毛利 16,388.40 万元，增

加了 2,553.89 万元，增长了 15.58%；经营性利润（扣非后）7,826.76万元，同比 2018年 1 季度经营性利润（扣非后）7,359.04

万元，增长了 6.36%；净利润 8,389.51万元，同比 2018年 1 季度 10,194.76万元，同比下降了 17.71%，主要是因为去年同

期公司转让参股公司股权，获得股权转让税后净收益 2,550万元，列入了去年同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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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 2019 年一季度毛利率为 34.78%，同比 2018 年一季度毛利率增长了 1.47 个百分点，环比 2018 年四季度毛利率

增长了 3.78个百分点，公司产品盈利能力平稳有升。主要是高毛利产品的市场销售比重提升。 

2.对比 2018 年一季度同期，公司工资和研发支出均大幅度增长，合计超过人民币 2500 万元。公司在汽车电子、5G 滤

波器、磁性材料、传感器、精密陶瓷以及其他工业类专用产品、工业自动化等领域持续投入，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可持续增

长打好了基础，持续提升了公司综合竞争实力，但是也增加了短期成本压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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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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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金钰 境内自然人 14.09% 114,436,680 98,008,110 质押 108,879,800 

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07% 65,520,000  质押 55,62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39% 27,488,227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

沃 35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2.58% 20,970,248    

金倡投资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20% 17,870,000  质押 17,500,000 

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司－深圳投

控共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2.00% 16,240,8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

信托－长安投资 974 号（浙银资本）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53% 12,432,432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3% 10,810,81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1.13% 9,138,854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东莞信托·汇信

－惠正稳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12% 9,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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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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余市恒顺通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65,5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52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488,227 人民币普通股 27,488,227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莱沃 35 号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20,970,248 人民币普通股 20,970,248 

金倡投资有限公司 17,8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870,000 

袁金钰 16,428,570 人民币普通股 16,428,570 

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司－深圳投控共赢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240,8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40,800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托－长安投资 974

号（浙银资本）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432,432 人民币普通股 12,432,432 

中车金证投资有限公司 10,810,810 人民币普通股 10,810,810 

挪威中央银行－自有资金 9,138,854 人民币普通股 9,138,854 

东莞信托有限公司－东莞信托·汇信－惠正稳健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9,1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2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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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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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长期股权投资 45,552,550.11 26,102,081.08 19,450,469.03 74.52% 
主要因本期新增对外投资所

致； 

无形资产 179,424,555.83 106,505,120.71 72,919,435.12 68.47% 
主要因本期新增购买土地使用

权所致； 

短期借款 316,219,843.32 60,194,173.89 256,025,669.43 425.33% 主要因日常经营需要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6,767,844.42 75,030,511.51 -38,262,667.09 -51.00% 主要因绩效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19,599,968.05 31,883,040.05 -12,283,072.00 -38.53% 
主要因本期缴交应缴增值税所

得税税金所致； 

库存股 33,661,475.18 69,593,522.50 -35,932,047.32 -51.63% 
主要因本期回购第三期股权激

励限售股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税金及附加 6,718,747.96 3,900,007.52 2,818,740.44 72.28% 
主要因本期增值税附征税增加

所致； 

管理费用 30,945,522.14 23,372,978.18 7,572,543.96 32.40% 
主要因本期薪酬和折旧等增长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2,965,534.88 1,969,803.61 -4,935,338.49 -250.55% 
主要因本期处置部分已提减值

存货所致； 

投资收益 -549,530.97 28,469,505.97 -29,019,036.94 -101.93% 
主要因上期出售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1,454,489.39 1,038,442.77 416,046.62 40.06% 
主要因本期子公司经营状况良

好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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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额 增减幅度 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1,096,913.16 614,997.84 481,915.32 78.36% 
主要因本期退税款较上期增加

所致；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8,150,488.29 13,380,782.82 -5,230,294.53 -39.09% 

主要因本期代扣缴交税金较上

期较少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65,442,035.66 175,643,377.54 89,798,658.12 51.13% 
主要因本期新增购买土地使用

权及扩产设备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 
256,045,669.43 8,000,000.00 248,045,669.43 3100.57% 主要因本期借款增加所致；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

影响 
-1,178,010.92 -9,587,339.37 8,409,328.45 87.71% 

主要因本期汇兑损失较上期减

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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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017年3月1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筹划员工持股计划的提示性公告》，拟定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

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时股本总额的5%，单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实施

员工持股计划时股本总额的1%。 

（2）公司于2017年3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关于<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管理规则>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为22,453万元（以“份”作为

认购单位，每份份额为1元），资金来源为员工合法薪酬、自筹资金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员工持股计划成立后

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管理，并全额认购其设立的集合信托计划的一般份额，集合信托计划总份额为44,906万元人民币，按照1:1

的杠杆比例设置一般份额和优先份额。参加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总人数为235人，其中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8

人，累计认购6,700万份，占员工持股计划的总份额比例约为29.84%；其他员工累计认购份额为15,753万份，占员工持股计

划的总份额比例为70.16%。并于2017年4月18日召开了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相关议案。 

（3）公司与西藏信托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24日签订了《西藏信托-莱沃3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公司作为

委托人将信托资金委托给受托人西藏信托有限公司用于认购信托单位，此次信托计划的期限为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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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截止2018年12月31日，“西藏信托-莱沃35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票

20,970,2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7%，成交金额为人民币400,290,577.97元（含相关费用），成交均价为19.09元/股。公

司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购买的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

最后一笔标的股票登记过户至信托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即自2017年9月30日至2018年9月30日止。 

（5）2019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延期一年的议案》，同意根据持有人会议表决结果，将员工持股计划延期一年，即存续期在原定终止日的基础上延长1年，

自2019年4月18日始至2020年4月18日止。员工持股计划可以在延期一年内（2020年4月18日前）出售股票。 如一年期满前仍

未出售股票，可在期满前再次召开持有人会议和董事会，审议后续相关事宜。         

2.（1）公司为推动落实未来产业整合，实现经营业务的外延式发展，提高公司资本运作效益，与深圳市福田引导基金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田引导基金”）、深圳市保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腾资管”）、深圳市保腾联旺

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保腾联旺”）、深圳市保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腾创业”）合作，通过合

伙制企业形式共同组建成立投资基金，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投资基金总投资额为2亿元，其中，保腾创业为普通合伙人认

缴出资400万元，福田引导基金、公司、保腾资管和保腾联旺为有限合伙人分别认缴出资6000万元、8000万元、300万元和5300

万元。 

公司已于2019年1月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深圳保腾顺络创业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合伙协议暨与专业机构合作成立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签署《深圳保腾顺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公司已于2019年1月25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后，签署完成合伙协议。 

（2）截至2019年3月13日，深圳保腾顺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已取得深圳市市场和质量委员

会福田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投资设立深圳保腾顺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之首期款（认缴出资额

的25%）人民币2,000万元已缴付完毕。 

3.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于2019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将回购注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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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限制性股票共计571.90万股，并于2019年3月20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上议案，截至本报告批出之日，

以上回购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成。 

4.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请求判决被告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5,297,032.74 元及利息 

154,496.00元（该利息自2013年11月11日暂计至2014年4月11日，之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继续计至

付清货款之日止），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请求判决被告蔡清华对被告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已于2014年12月18日判决被告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2014年12

月18日）十日内支付原告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5,297,032.74元及利息154,496.00元（该利息自2013年11月11

日暂计至2014年4月11日，之后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继续计至付清货款之日止）；被告蔡清华对被告

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蔡清华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

被告深圳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追偿。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目前已向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本案件，执行

案号为（2015）深宝法公执字第252号，因被执行人暂时未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被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中止执行，待

查明相关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后，代理律师将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5.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请求判决被告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货款美元995,868.8元及

逾期付款利息美元12,630.54元（该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依据，自2017年5月1日起算，暂计至2017年8月14

日，之后的利息计算至被告付清之日止）。本案已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处理，截止本报告期末，暂未开庭。 

6.2019年2月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购买土地的议案》。深圳顺络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瀚谋电子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2月13日签署了《成交确认书》，并于同日与上海味之素

调味品公司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与上海市松江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签订了《上海市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开发建设与利用监管协议》，本次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71,845,105元。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顺络电子员工持股计划 

2017 年 03 月 0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3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4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7 年 09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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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0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10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1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深

圳保腾顺络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暨与专业机构合作成立投资基

金 

2019 年 01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顺络电子回购公司股份 

2018 年 11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12 月 04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12 月 19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1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4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顺络电子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2018 年 11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2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2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衢州顺络电子有限公司（原告）诉深圳

市凌泰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被告一）、蔡

清华（被告二）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4 年 07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原告）诉

乐视移动智能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

司（被告）买卖合同纠纷案 

2018 年 02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顺络电子之全资子公司购买土地 
2019 年 02 月 0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2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8年11月16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并于2018年12月4日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司拟以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包含1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包含2亿元）的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后12个

月之内。 

2.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共计2,353,500股，占公

司本报告期末已发行总股本的0.29%，最高成交价为16.86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3.571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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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61,475.18元（不含交易费用）。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数量共

计925,800股，支付总金额为13,994,822.68元（不含交易费用）。 

3.公司回购股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

规定。公司首次回购股份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成交量之和为19,430,009股，自《回购细则》实施以来，公司每五个交易日

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8年12月18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25%。公司回

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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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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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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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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1 月 18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06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0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1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27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3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袁金钰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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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一季度经营情况概述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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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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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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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