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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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傅勇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英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冯智敏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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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6,446,074,726.02 4,812,637,948.05 33.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884,707,055.64 1,845,140,712.30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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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9,548,821.91 -0.48% 8,811,318,604.45 6.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50,142.63 -28.95% 21,023,328.76 -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1,066,967.45 -122.23% 13,957,239.01 -9.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60,684,840.27 -21.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6 -40.00% 0.034 -20.9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6 -40.00% 0.034 -20.9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1% -0.09% 1.13%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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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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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86,497.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30,119.67  

减：所得税影响额 3,222,394.4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428,133.12  

合计 7,066,089.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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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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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04% 188,508,118 0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2% 89,256,197 89,256,19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2.13% 13,385,776 0   

郑浩 境内自然人 1.36% 8,535,960 0   

吴炎汉 境内自然人 0.93% 5,864,880 0   

王炽旭 境内自然人 0.66% 4,140,000 0   

蒋文碧 境内自然人 0.59% 3,728,640 0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第 1 期员工持股计划 
其他 0.45% 2,827,861 2,827,861   

郝建柱 境内自然人 0.30% 1,870,641 0   

深圳百易晟金镶玉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27% 1,699,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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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88,508,118 人民币普通股 188,508,118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13,385,776 人民币普通股 13,385,776 

郑浩 8,535,960 人民币普通股 8,535,960 

吴炎汉 5,864,880 人民币普通股 5,864,880 

王炽旭 4,1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40,000 

蒋文碧 3,728,640 人民币普通股 3,728,640 

郝建柱 1,870,641 人民币普通股 1,870,641 

深圳百易晟金镶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699,900 人民币普通股 1,699,900 

林秋怀 1,443,575 人民币普通股 1,443,575 

沈飞萍 1,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注：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是代表国家持有股份的单位,该部分股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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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1 年 1 月 10 日可上市流通。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广

州市人民政府，由广州市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除此以外，本公司未知

其他前 10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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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郑浩期初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113,300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报告期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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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票 8,535,960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吴炎汉期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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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票

4,887,400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报告期末通过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5,864,880 股，没

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王炽旭期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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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票 3,450,000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

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报告期末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140,000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郝建柱期初通过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票 972,001 股，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36,700 股，报告

期末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

票 1,826,601 股，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44,040 股；沈飞萍期初通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210,000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报告期末通过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1,380,000

股，没有通过普通帐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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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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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情况 变动因素 

应收票据 
10,801,144.67 400,338,638.21 -97.30% 

主要是公司在本年收到了应收票据兑现

的货款，使应收票据有所下降。 

应收账款 
3,397,304,342.51 2,241,185,692.49 51.59% 

主要是业务拓展，并给予客户一定赊销期

所致。 

预付款项 972,459,610.42 492,839,290.30 97.32% 主要是公司部分业务改变结算方式所致。 

存货 

782,651,988.36  349,750,612.25 123.77% 

主要是由于材料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公司

为降低采购成本而适当增加备料，造成库

存增长。 

短期借款 
1,224,074,688.95 661,342,777.62 85.09% 

主要是公司业务拓展，需要增加短期借款

补充流动资金所致。 

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2,809,315,890.94 1,780,022,400.72 57.82% 

主要是公司本年付款方式有所调整，适当

增加以其他方式支付货款，以及增加材料

采购提前备料所致。 

预收款项 149,811,169.66 116,518,663.02 28.57% 主要是业务拓展所致。 

应交税费 26,596,008.96 83,182,403.78 -68.03% 主要是本年缴交2017年增值税金所致。 

其他应付款 49,068,266.29 60,046,883.87 -18.28% 主要是本年支付其他款项所致。 

项目 本期发生数 上年发生数 变动情况 变动因素 

财务费用 57,412,959.48 39,520,402.74 45.27% 
主要是市场利率上调，以及短期借款增加

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25,252,702.76 49,842,661.90 -49.34% 主要是出口退税金额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39,258.12 33,713,486.41 -88.91% 

主要是本年公司进行对外股权投资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0,793,570.55 142,334,391.53 -177.84% 

主要是本年银行保证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68,867,776.19 97,652,334.33 -272.93% 

主要是本年银行保证金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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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2017 年度权益分派事宜： 

公司2018年6月28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报告期内，公司实施了

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22,944,2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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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含税)；并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股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不送股。分

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22,944,271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627,533,125股。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8年8月

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8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8月24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二）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97.42%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事项： 

公司因筹划涉及资产收购的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广州浪奇，

证券代码：000523）自2018年4月13日开市起停牌，2018年4月27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继续停

牌。停牌期间，公司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公布一次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2018年7月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

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暨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的议案》，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改为采用现金方式继续推进收购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糖食

品”）100%股权、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香料”）97.42%股权的相关事项。2018年7

月5日，公司就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继续推进现金收购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公司股票于

2018年7月6日开市起复牌。 

2018年9月1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购百花香料97.42%股权、华糖食

品100%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现金方式购买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集团”）

持有的百花香料97.42%股权及轻工集团、广州市华侨糖厂合计持有的华糖食品100%股权。2018年9月20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现金收购百花香料97.42%股权、华糖食品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同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

第189号）,公司于2018年9月25日对关注函相关事项进行回复。2018年9月26日，公司就关于现金收购百花

香料97.42%股权、华糖食品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2018年9月27日，公司披露关于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补充回复公告。9月29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现金收

购百花香料97.42%股权、华糖食品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于同日披露收购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4月13日、4月20日、4月27日、5月8日、5月12日、5月15日、5月22日、 5

月29日、6月5日、6月12日、6月20日、6月27日、7月4日、7月5日、7月6日、9月12日、9月20日、9月26日、

9月27日及9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公告。 

   （三）关于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事项： 

公司于2018年8月27日收到子公司广东奇化化工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其全资子公司广州奇

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奇化”）已于2018年8月10日收到广州开发区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关于广州开

发区投资促进局落户奖励的现金补助800万元。上述政府补助系根据《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广州

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办法的通知》（穗开管办

【2017】5号）和《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办法实施细则》（穗开经函【2017】6号）

精神，广州奇化被认定为广州开发区现代服务业企业，给予一次性落户奖励资格，由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批复（穗开投促函【2018】1183号）。上述政府补助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无关，不具

有可持续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四）关于2018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的事项： 

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于2018年8月28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并于8月30日完成

发行。发行结果如下：短期融资券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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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券代码:041800322；短期融资券简称：18浪奇CP001；本期发行金额：2.5亿元；短期融资券期限：365

日；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发行价格：按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发行；起息日：2018年8月30日；到期

（兑付）日：2019年8月30日；发行利率：6.77%；主承销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所募集的款项将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改善融资结构，并补充短期经

营性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五）关于拟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的事项的事项： 

2018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

公司25%股权的议案》，公司拟转让持有的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25%股权，拟采取产权交易机构公

开挂牌转让方式确定受让方，交易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公司出具的报告为基础，与受让方进

行谈判后确定。经初步测算，此次转让股权的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公司拟转让琦衡公司25%股权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网址：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继续推进现金

收购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2018 年 07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42 号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07 月 0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43 号 

2017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18 年 08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45 号 

关于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2018 年 08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48 号 

关于 2018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情况公告 2018 年 09 月 03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49 号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2018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50 号 

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

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52 号 

关于拟转让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25%股权

的提示性公告 
2018 年 09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53 号 

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

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补充公告 

2018 年 09 月 20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55 号 

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

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

易事项召开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26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5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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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补充回复公告 2018 年 09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59 号 

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

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

易事项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2018 年 09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60 号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8 年 0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61 号 

关于现金收购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97.42%

股权、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进展公告 

2018 年 09 月 29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公告编号

2018-06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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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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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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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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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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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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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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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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