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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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一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侯亦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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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060,141.16 1,974,834,851.60 -0.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782,480,308.77 1,771,236,818.70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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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6,722.76 -10,137,822.51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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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881,020.33 157,156,466.36 -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1,066,913.57 6,345,337.56 74.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092,739.25 5,964,306.45 52.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0.62 0.44 增加 0.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96 0.0208 42.3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96 0.0208 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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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9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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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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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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873,427.6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48,921.3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594,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458.13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7.50  

所得税影响额  -345,929.53  

合计 1,974,1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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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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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14,897,654 30.78 66,897,654 
质押 

114,897,65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

司 

30,000,000 8.04  
质押 

30,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前海天阳金融

服务股份公司－天阳

新价值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3,183,067 0.85  

无 

 未知 

北京融亨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融亨稳盈证

券私募投资基金 

3,008,800 0.81  

无 

 未知 

杨文婷 2,582,100 0.69  无  境内自然人 

赵海祥 2,300,000 0.62  无  境内自然人 

虞伟庆 2,232,500 0.60  无  境内自然人 

绍兴华都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1,980,000 0.53  
无 

 未知 

周晓军 1,673,000 0.45  无  境内自然人 

刘波 1,400,000 0.38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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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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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8,000,000 

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深圳市前海天阳金融服务股份公司－

天阳新价值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183,067 
人民币普通股 

3,183,067 

北京融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融亨稳

盈证券私募投资基金 

3,008,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8,800 

杨文婷 2,582,100 人民币普通股 2,582,100 

赵海祥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虞伟庆 2,232,5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2,500 

绍兴华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80,000 

周晓军 1,673,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3,000 

刘波 1,4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金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世纪金花股份有限公司受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吴一坚先

生及独立董事牛晓涛先生出资设立花开 1号私募投资基

金，由该基金认购融亨稳盈证券私募投资基金份额，通过

融亨稳盈证券私募投资基金实施增持计划。以上股东与上

述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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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计科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金额 增减幅度(%) 

交易性金融资产 2,371,600.00 1,777,600.00 594,000.00 33.42 

其他流动资产 109,927,557.05 201,761,607.17 -91,834,050.12 -45.52 

财务费用 -1,543,148.72 1,982,216.49 -3,525,365.21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  -695,602.79 528,230.88 -1,223,833.67 不适用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4,993,613.18 2,332,940.14 2,660,673.04 11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626,722.76 -10,137,822.51 14,764,545.27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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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91,724,968.28 529,869.87 91,195,098.41 17210.8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61,249.99 627,843,877.33 -628,605,127.32 不适用 

（1）交易性金融资产：主要因报告期交易性金融资产价值变动； 

（2）其他流动资产：主要因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减少； 

（3）财务费用：主要因报告期利息收入增加；银行贷款减少致利息支出减少； 

（4）资产减值损失：主要因报告期应收款项减少，相应冲回坏账准备； 

（5）投资收益：主要因报告期联营公司按照权益法确认投资收益增加； 

（6）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因报告期销售商品现金流入增加；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因报告期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减少；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因上期完成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本期无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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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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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称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一坚 

日期 2019年 4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