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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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刘秀焰 独立董事 出差 张淼洪 

公司负责人董炳根先生、总经理李云女士及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苏秦先

生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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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7,996,518.30 454,167,704.97 9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1,950,774.56 105,323,586.17 158.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67,266,268.70 101,921,254.55 16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491,573.18 258,145,660.88 -106.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82 0.0923 158.0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382 0.0923 158.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9% 2.36%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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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70,967,464.01 10,893,040,699.04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087,049,933.43 4,815,135,432.28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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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095,246.6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68,676.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1,665,980.8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13,436.75  

合计 4,684,505.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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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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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联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21% 379,129,046 0  0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2.35% 26,829,352 0  0 

#于平 境内自然人 1.96% 22,335,061 0  0 

#朱武广 境内自然人 0.67% 7,682,240 0  0 

中国工商银行－

富国中证红利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8% 6,674,700 0  0 

#冯书通 境内自然人 0.50% 5,720,145 0  0 

#柳州佳力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4% 5,001,100 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标

普中国 A 股红利

机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 

其他 0.41% 4,685,466 0  0 

#王志丰 境内自然人 0.39% 4,424,800 0  0 

#柳州瑞恒机电

有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5% 4,047,6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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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379,129,046 人民币普通股 379,129,04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829,352 人民币普通股 26,829,352 

#于平 22,335,061 人民币普通股 22,335,061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5 

#朱武广 7,682,240 人民币普通股 7,682,240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中证红利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6,674,700 人民币普通股 6,674,700 

#冯书通 5,720,145 人民币普通股 5,720,145 

#柳州佳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5,0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5,001,1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标

普中国 A 股红利机会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LOF） 

4,685,466 人民币普通股 4,685,466 

#王志丰 4,424,800 人民币普通股 4,424,800 

#柳州瑞恒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4,047,600 人民币普通股 4,047,6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华联集团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系和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

情况。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报告期末，上述股东中于平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845,040 股，通过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490,021 股，合计持有

22,335,061 股；朱武广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份 7,682,240 股；冯书通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720,045 股，合计持有 5,720,145 股；柳

州佳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4,600 股，通过国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956,500 股，合计持有

5,001,100 股；王志丰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0,000 股，通过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384,800 股,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424,800

股；柳州瑞恒机电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67,600 股,通过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680,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04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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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表 项 目                                    

（或财务指标）  

期末余额                                    

（或本期发生额） 

期初余额                                      

（或上期发生额） 

 变化额   变化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资产负债表：           

 其他应收款                 

21,250,509.55  

                

37,580,878.43  

                 

-16,330,368.88 

-43.45% 减少原因主要是往来款减少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081,484,877.71  

              

610,988,659.94  

                

470,496,217.77  

77.01% 增加原因主要是期末理财产

品金额增加 

  应交税费                 

357,902,957.83   

              

556,244,458.60  

               

-198,341,500.77 

-35.66% 减少原因主要是应交企业所

得税减少所致 

 利润表：            

 营业收入                

887,996,518.30  

454,167,704.97                 

433,828,813.33  

95.52% 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售房收

入较多所致 

 营业成本               

213,024,246.13  

127,526,558.93                   

85,497,687.20  

67.04% 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售房收

入较多所致 

税金及附加               

243,083,006.16  

126,210,081.30                 

116,872,924.86  

92.60% 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售房收

入较多所致 

财务费用                 

(1,207,650.44) 

6,990,842.18                   

(8,198,492.62) 

-117.27% 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利息收

入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6,184.59  

15,206,872.06                 

(15,160,687.47) 

-99.70% 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按权益

法核算的神州长城投资收益

减少所致 

 现金流量表：            

 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 

              

287,828,912.21  

166,542,208.92                 

121,286,703.29  

72.83% 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支付工

程款较多所致 

 支付的各项税

费  

              

385,313,435.93  

158,079,161.82                 

227,234,274.11  

143.75% 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支付企

业所得税较多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

的现金  

              

723,000,000.00  

535,100,000.00                 

187,900,000.00  

35.11% 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收回的

理财产品金额增加所致 

 投资所支付的

现金 

           

1,199,000,000.00  

710,004,427.00                 

488,995,573.00  

68.87% 增加原因主要是本期支付的

理财产品金额增加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

的现金  

              

300,000,000.00  

900,000,000.00               

(600,000,000.00) 

-66.67%  减少原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

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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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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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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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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会计计

量模式 

期初账

面价值 

本期公

允价值

变动损

益 

计入权

益的累

计公允

价值变

动 

本期购

买金额 

本期出

售金额 

报告期

损益 

期末账

面价值 

会计核

算科目 

资金来

源 

境内外

股票 
000018 

神州长

城 

101,540

,000.00 

权益法

计量 

12,183,

488.13 
0.00 

-36,273.

41 
0.00 0.00 

-6,680,3

72.79 

5,466,8

41.93 

长期股

权投资 

募集资

金 

合计 
101,540

,000.00 
-- 

12,183,

488.13 
0.00 

-36,273.

41 
0.00 0.00 

-6,680,3

72.79 

5,466,8

41.93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

披露日期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

披露日期（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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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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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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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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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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