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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股份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0,985,844股

发行价格：20.49元/股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其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比

例（%）

锁定期（月）

1 烟台民和德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30,649 57,999,998.01 13.49 12

2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9,760,858 199,999,980.42 46.51 12

3 杭州锦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97,169 85,999,992.81 20.00 12

4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98,584 42,999,986.16 10.00 12

5 舒钰强 2,098,584 42,999,986.16 10.00 12

合计 20,985,844 429,999,943.56 100.00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于2019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认购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至纯科

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至纯科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18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8年9月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议案》及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8年9月25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18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草案

相关的议案。

2、交易对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人保远望、启迪北银中投保、珠海融智、昆山分享、无锡正海、青岛海丝、上海颀瑞、上海蒲锐迪、平湖

合波、平湖波威等交易对方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

3、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8年12月2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赵浩等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85号），核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进行。

3、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2019年4月15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20.49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

4、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20,985,844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9,999,943.56元。认购对象认购情况具

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比例（%）

1 烟台民和德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30,649 57,999,998.01 13.49

2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60,858 199,999,980.42 46.51

3 杭州锦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97,169 85,999,992.81 20.00

4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98,584 42,999,986.16 10.00

5 舒钰强 2,098,584 42,999,986.16 10.00

合计 20,985,844 429,999,943.56 100

5、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所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发行对象所认购

股份的限售期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届时的规定不相符，发行对象的限售期需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规

定进行相应调整。

（三）验资情况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9年4月22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众会字（2019）第3882号)，经审验，截至

2019年4月22日止，至纯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985,844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9,999,943.56元，扣除

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11,482,319.31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18,517,624.25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20,985,844元，资

本公积人民币397,531,780.25元。至纯科技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37,105,214.00元，股本人民币237,105,214.00元。截至

2019年4月22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人民币258,091.058.00元，股本258,091.058.00元。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相关股份

的变更登记，公司新增股份20,985,844股，股份总量变更为258,091,058股。

（五）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认为：至纯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依法

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至纯科技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制作和签署的 《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

单》、《股票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有效；至纯科技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至纯科

技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各发行对象所获配售股份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至纯科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审核同意。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至纯科技本次重组已获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已具备实

施的法定条件；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验资手续，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已缴足，并已履行验资手续，至纯科技

已办理完毕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的登记手续，相关实施过程及结果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规定。本次

交易相关方尚需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办理或履行本法律意见书第八部分“本次重组的后续事项” 中所

述的事项，在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事宜的办理对本次交易的实施不构成

重大不利影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0,985,844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量变更为258,091,058股。本次发行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占发行总量比例（%） 锁定期（月）

1 烟台民和德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30,649 57,999,998.01 13.49 12

2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60,858 199,999,980.42 46.51 12

3 杭州锦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97,169 85,999,992.81 20.00 12

4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98,584 42,999,986.16 10.00 12

5 舒钰强 2,098,584 42,999,986.16 10.00 12

合 计 20,985,844 429,999,943.56 100.00

（二）发行对象的结果

本次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

1、烟台民和德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烟台民和德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南路8号东方工业园A-43小区办公楼4011

执行事务合伙人 拉萨民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00MA3F5KD6XR

成立时间 2017年06月30日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股权进行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

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镇宁路9号1号楼2A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FL5U017

成立时间 2018年9月5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3、杭州锦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杭州锦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甘水巷52号13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杭州铭融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2B0FPQ33

成立时间 2018年1月19日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核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78、80号11层1101内1105室

法定代表人 洪正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06AQR31

成立时间 2016年6月16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5、舒钰强

自然人名称 舒钰强

身份证号 13080319870530XXXX

住所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

本次发行股份的认购对象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业务联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2019年3月25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蒋渊 76,003,200 32.05

2 陆龙英 27,861,600 11.75

3 赵浩 13,715,640 5.78

4 尚纯（上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2,667,200 5.34

5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803,500 4.98

6 吴海华 9,130,000 3.85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84,317 2.99

8 宁波维科新业成长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27,100 2.46

9 平湖波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18,585 2.24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盈核心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560,922 1.50

合计 172,972,064 72.94%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2018年4月25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蒋渊 76,003,200 29.45

2 陆龙英 27,861,600 10.80

3 赵浩 13,715,640 5.31

4 尚纯（上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12,667,200 4.91

5 上海联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803,500 4.57

6 上海国企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760,858 3.78

7 吴海华 9,130,000 3.54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富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084,317 2.74

9 宁波维科新业成长一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827,100 2.26

10 平湖波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318,585 2.06

合计 179,172,000 69.42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蒋渊女士、陆龙英女士、尚纯（上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至纯科技11,653.20

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49.14%，蒋渊女士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后，蒋渊女士、陆龙英女士、尚纯（上

海）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不变，仍为11,653.20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45.15%。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前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证券类别 发行前数量（股） 本次变更数量（股） 发行后数量（股）

无限售流通股 92,176,000 0 92,176,000

限售流通股 144,929,214.00 20,985,844.00 165,915,058.00

合计 237,105,214.00 20,985,844.00 258,091,058.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详见公司在2018年12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至纯科技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之“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六、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电话：0755-23593869

传真：0755-23593850

项目经办人：邵寅翀、董?、张世阳、赵小敏、葛亮

（二）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顾功耘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501号上海中心大厦9、11、12层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经办人员：章晓洪、万俊、马茜芝

（三）审计、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陆士敏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叶城路1630号5幢1088室

电话：021-63525500

传真：021-63525566

经办人员：陆友毅、黄明耀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丽华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体育会路816号置汇谷C座

电话：021-31273006

传真：021-31273013

经办人员：颜继军、徐恺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

份上市公告书》；

3、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众会字（2019）第3882号《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

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5、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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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吴奕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颖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毅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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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22,521.06 578,295,384.91 -9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827,203.20 -4,489,020.61 37.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2,788,324.15 -5,033,702.39 44.6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520,010.50 -14,072,755.64 89.2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34 -0.0054 37.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34 -0.0054 37.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1.24% -9.84% -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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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58,067.90 206,943,839.63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635,834.77 10,463,037.97 -27.0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879.05

合计 -38,87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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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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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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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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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麦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4.13% 199,205,920 0

质押 198,200,000

冻结 199,205,920

定远德轮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6.83% 56,415,700 0

项英良 境内自然人 0.67% 5,522,300 0

黄文 境内自然人 0.66% 5,430,000 0

何迟 境内自然人 0.59% 4,884,400 0

赵霄 境内自然人 0.50% 4,167,004 0

江锦锋 境内自然人 0.39% 3,250,146 0

蔡德山 境内自然人 0.39% 3,205,822 0

南充天益资产投

资管理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9% 3,189,901 0

法国兴业银行 境外法人 0.37% 3,01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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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99,205,920 人民币普通股 199,205,920

定远德轮投资有限公司 56,415,700 人民币普通股 56,415,700

项英良 5,522,300 人民币普通股 5,522,300

黄文 5,4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430,000

何迟 4,884,400 人民币普通股 4,884,400

赵霄 4,167,004 人民币普通股 4,167,004

江锦锋 3,250,146 人民币普通股 3,250,146

蔡德山 3,205,822 人民币普通股 3,205,822

南充天益资产投资管理公司 3,189,901 人民币普通股 3,189,901

法国兴业银行 3,018,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18,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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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项英良、何迟分别通过证券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

500,000股、4,884,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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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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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预付账款 42,536.59 30,120.00 41.22% 公司正常经营形成。

预收款项 3,904,288.10 1,869,064.86 108.89% 公司正常经营形成。

应付职工薪酬 6,267,298.54 10,322,672.56 -39.29% 公司支付了跨期计提的职工薪酬形成。

少数股东权益 6,758,312.36 4,692,648.56 44.02% 少数股东应享受的利益形成。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14,622,521.06 578,295,384.91 -97.47% 主要系本期贸易交易减少所致。

营业成本 7,296,405.70 575,089,500.91 -98.73% 主要系本期贸易交易减少所致。

税金及附加 95,280.72 184,076.42 -48.24% 主要系本期贸易交易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0.00 35,285.53 -100.00% 主要系本期暂无发生额所致。

财务费用 -371,617.28 4,990.31 -7546.78% 主要系本期无利息支付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0,010.50 -14,072,755.64 89.20%

主要系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6,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收回投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302,371.89 100.00% 主要系本期无支付筹资活动的现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1、公司于2018年5月完成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及出售资产事项，公司无偿受赠实际控制人李雪峰

持有的上海樱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樱华医院” ）51%股权，同时公司以现金方式向自然人

李献国出售公司持有的成都麦田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麦田园林” ）92.85%股权。

麦田园林、樱华医院已分别于2018年4月27日、2018年5月3日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2018-054号公告）。

截至 《关于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及出售资产的公告》 披露之日， 麦田园林应付公司往来借款2,

002.63万元。为维护公司权益，根据公司与麦田园林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献国签署的《资产出售

协议之补充协议》，麦田园林于2018年6月28日办理完毕92.85%股权出质登记手续，成都市武侯区行政

审批局出具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武侯)股质登记设字[2018]第000119号】，李献国将其持

有的麦田园林92.85%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还款保证。 如麦田园林仍不能按照约定足额向公司偿还借

款，公司有权依法进行拍卖、变卖质物的方式来实现质权。

公司于2019年4月12日收到麦田园林偿还款项290万元，公司将对剩余款项进行积极催收，争取尽

早收回。

2、控股股东股权相关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麦田” ）分别于2017年9月 、2017年10

月将所持华塑控股股份19,820万股分两笔质押予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资管” ）。

由于华塑控股股价下跌，西藏麦田未能按时、足额追加质押股票或保证金，已造成实质违约。根据合同

约定，湖北资管已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并于2018年7月4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西藏麦田所持

有的华塑控股股票199,205,920股进行了司法冻结。

2018年7月2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西藏麦田通知，西藏麦田及其股东浙江浦江域耀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浦江域耀” ）已与湖北资管之全资子公司湖北新宏武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宏武桥” ）签署《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作为西藏麦田、湖北资管债权债务纠纷解决措

施，浦江域耀拟以让与担保的方式将其持有的西藏麦田100%股权变更登记至新宏武桥名下。本《框架

协议》的签署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于2018年7月26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 查询，获悉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已完成上述让与担保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8年8月3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西藏麦田通知，西藏麦田及其股东浦江域耀已与新宏武桥签署

《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就行使西藏麦田相关股东权益及保持对

其控制相关事宜达成相关确认及补充，确定了李雪峰、张子若仍可保持对西藏麦田的控制，为华塑控

股实际控制人。

公司于2018年8月28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

股东西藏麦田持有的公司股票19,820万股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轮候冻结。公司于2018年

9月11日收到控股股东转发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川01执1611号。2018年

10月16日，就湖北资管申请执行西藏麦田公证债权文书一案的最新进展情况及西藏麦田法定代表人、

经理、执行董事变更事宜，公司根据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交的书面《回复函》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

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2018-116号）。

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控股

股东西藏麦田持有的公司股票股199,205,920股被上海市公安局司法轮候冻结。

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下午收到控股股东西藏麦田转发的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2018）川01执 1611号之一】，李雪峰已于2018年12月3日委派律师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交了执行异议申请，请求撤销前述《执行裁定书》。

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收到实际控制人李雪峰出具的《情况通报》，同时，李雪峰向公司转发了四

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2018]川01执异1871号），李雪峰已决定提起复议申

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受赠资产暨关联交易及出

售资产

2018年04月03日

巨潮资讯网《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18-033号）、《关于受

赠资产暨关联交易及出售资产的公告》（2018-035号）

2018年04月26日 巨潮资讯网《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18-045号）

2018年05月08日 巨潮资讯网《交易的进展公告》（2018-054号）

2018年07月11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转让成都麦田园林有限公司92.85%股权的进展公告》

（2018-074号）

控股股东股权相关事项

2018年0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2018-073号）

2018年07月26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公司控制权可能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2018-087号）

2018年07月27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让与担保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公告》

（2018-090号）

2018年08月04日 巨潮资讯网《进展公告》（2018-097号）

2018年08月29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2018-103号）

2018年09月12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2018-107

号）

2018年12月04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2018-125号）、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2018-126号）

2019年03月30日

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2019-01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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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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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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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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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王培桓、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文霞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文霞保证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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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27,679,336.43 7,155,246,759.85 9.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841,379,562.90 2,721,806,882.74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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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5,772,630.17 358,141,956.57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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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4,717,906.35

3,260,913,391.58

16.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40,994,052.51 121,479,419.29 16.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32,369,861.16 115,970,301.02 14.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05 4.78 增加0.2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26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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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280.4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

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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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37,510.5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

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

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

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

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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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9,955.39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

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80,67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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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663.74

所得税影响额 -2,115,561.94

合计 8,624,1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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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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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4,437,442 58.64 274,437,442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威海信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6,591,659 7.82 36,591,659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上海鸿之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3,948,550 2.9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7,391,100 1.58 0 无 0 未知

宁波弘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012,236 0.64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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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鸿之铭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948,550 人民币普通股 13,948,5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沪港深精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391,100 人民币普通股 7,391,10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7,298,904 人民币普通股 7,298,90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能源基建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531,648 人民币普通股 6,531,64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6,458,369 人民币普通股 6,458,36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信内需成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3,898,788 人民币普通股 3,898,78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多策略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19,817 人民币普通股 3,019,817

宁波弘鉴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012,236 人民币普通股 3,012,236

中国工商银行－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2,963,561 人民币普通股 2,963,56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全合润分级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462,525 人民币普通股 2,462,52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3,019,817 0.65 0 无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7,298,904 1.56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

顺长城能源基建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6,531,648 1.40 0 无 0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6,458,369 1.38 0 无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信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898,788 0.83 0 无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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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科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72,315,647.34 38,329,591.49 88.67 销售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07,556,787.15 89,165,243.76 132.78

银行理财及待抵扣进项税增加

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65,119,593.31 158,728,611.17 -58.97 股权预付款转投资款影响

应交税费 76,648,771.40 44,193,340.14 73.44 本期实现税金影响

其他综合收益 288,578.55 419,928.43 -31.28 汇率变动所致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变动科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3,435,391.66 -13,572,633.11 125.31 存款收益及手续费影响

资产减值损失 1,258,246.73 -329,815.44 481.50

新增应收账款计提坏账

准备增加影响

其他收益 9,237,510.53 5,762,588.10 60.30 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投资收益 81,233.98 1,380,464.02 -94.12 理财收益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270,280.48 -177,415.85 252.34

本期新增固定资产处置

收益

营业外支出 949,883.11 1,751,607.21 -45.77

本期其他营业外支出减

少

少数股东损益 -2,796,054.63 -1,390,894.74 -101.03

主要受张家口、沃德佳等

子公司影响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0,000,000.00 358,900,000.00 -94.43

主要受理财本金减少影

响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99,955.39 1,979,383.84 -74.74 理财收益减少

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2,165,901.65 367,945.25 488.65 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100,689,121.80 155,245,828.28 -35.14

同期购置房产及预付土

地款

投资支付的现金 101,750,000.00 857,460,491.92 -88.13

主要受理财本金减少影

响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

11,412,959.64 - 100.00

支付张家口福悦祥连锁

股权转让款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300,000.00 - 100.00 本期偿还短期借款

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39,715.50 1,063,237.70 -96.26 利息支出减少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影响

-130,747.76 -249,726.06 47.64 汇率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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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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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培桓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3708� � � �证券简称：家家悦 公告编号：2019-031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年第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五号一一零售》规定，现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

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9年一季度门店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12家，其中大卖场6家，综合超市3家，百货店1家，宝宝悦等其他专业店2家； 报

告期内合并日张家口福悦祥连锁超市有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已开业门店11家；报告期内关闭门店3家。报

告期末，公司门店总数752家。

1、 新增门店明细

序号 店部名称 地址 开业/合并报表时间

租赁期限

（年）

合同面积

（㎡）

1 济南保利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一路333号保利中心 2019/1/25 16 1,350

2 青岛黄岛华尔兹店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黄河中路167号 2019/1/16 15 4,056

3 青岛即墨幸福广场店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黄河三路500号负一层 2019/1/18 15 5,562

4 烟台招远金脉华府店 山东省烟台市招远市金城路291号 2019/1/18 15 4,435

5 烟台海阳悦埠店 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海天路北天山路西 2019/1/11 15 750

6 烟台大悦城店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北马路150号大悦城购物中心

负一层

2019/1/17 12 3,589

7 烟台金沟寨2店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长生西路035、036、037号 2019/1/11 15 1,344

8 荣成九龙城百货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悦湖路91号 2019/1/11 7 69,330

9 荣成九龙城家电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悦湖路91号 2019/1/11 7 6,029

10 宝宝悦荣成九龙城店 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悦湖路91号 2019/1/11 7 1,326

11 滕州翔宇 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荆河西路516号 2019/1/17 10 3,076

12 张家口滨河中路百盛店

张家口市桥东区滨河中路2号张家口百盛购物广场

B1F层

2019/1/15 10 3,943

13 张家口纬二路莲花店

河北省张家口经济开发区富强路4号府街庭院莲花

茶城负一层

2019/1/1 15 5,483

14 张家口乐华店

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镇工业街万全世纪商城一

层西侧

2019/1/1 10 421

15 张家口万全一店

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镇民主街南福祥世纪城购

物广场

2019/1/1 自有 5,157

16 张家口商业街店 张家口市万全区孔家庄镇商业街路北原百货商场 2019/1/1 14 1,700

17 张家口乐享城店

张家口市桥东区胜利中路14号张垣新城乐享城购

物中心负一层

2019/1/1 14 2,804

18 张家口滨河店

河北省张家口经济开发区惠民街1号紫玉山庄小区

4号5号底商

2019/1/1 14 3,278

19 张家口西苑店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四方台沟街1号凤翔山庄19

号楼5幢1层

2019/1/1 14 3,345

20 张家口远大店

河北省张家口经济开发区西苑中路21号远大盛和

苑小区

2019/1/1 自有 2,879

21 张家口胜利路店 张家口市桥东区林园北街8号凤凰山庄小区 2019/1/1 14 4,144

22 张家口沽源一店

张家口沽源县平定堡镇桥西人民中街天元福祥购

物广场

2019/1/1 自有 6,429

23 张家口沽源金源店 沽源县平定堡镇桥西大街金源广场一层 2019/1/1 1 1,178

2、 关闭门店情况

闭店原因 门店数量(个) 合同面积（㎡）

门店搬迁 1 1,118

合同到期终止 1 2,528

经营未达预期 1 334

合计 3 3,981

二、2019年一季度新签项目情况

1、报告期内，公司新签约门店13家，具体情况如下：

门店名称 地址 签约日 预计交房日

租赁期限

（年）

合同面积

（㎡）

烟台龙口龙福

烟台龙口市高新技术工业园宇安路东朗

源路北

2019/1/2 2019/4/30 20 1,000

烟台福山盛福苑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办事处盛福苑小

区12#楼

2019/2/18 2019/3/10 12 594

济南莱芜城发广

场

济南莱城区文化路北以西龙潭西大街以

北

2019/2/22 2019/3/1 15 3,180

烟台莱州南五里

店

莱州市文化东路1419号一二层 2019/1/31 2019/3/31 15 5,379

南海汽车站 威海文登南海新区现代路南金海路西 2019/1/28 2019/9/30 15 1,548

临沂宝丽未来城

店

临沂市罗庄区盛庄街道清河南路清河西

路交汇处

2019/3/12 2019/6/30 15 4,368

烟台莱阳阳光城

店

莱阳市鹤山路78号 2019/3/18 2019/4/10 15 5,772

张家口明德路境

门华府店

张家口市桥西区明德北路34号境门小区 2019/1/20 2019/5/31 15 3,289

商都县建设街巨

弘维多利店

商都县建设街南新兴路西经三路东平安

巷北

2019/1/19 2019/4/30 15 6,723

烟台莱山宝龙店 烟台市迎春大街198号莱山宝龙广场 2019/2/28 2019/3/31 15 3,414

东营广饶新天地

店

东营市广饶县孙武路新天地 2019/1/16 2019/3/31 15 4,157

商都县兴商路公

园店

商都县兴南路北红旗北路东一层 2019/3/30 2019/5/31 15 558

商都县聚业路中

医院店

商都县聚业路南中医院对面 2019/3/29 2019/5/31 15 2,076

2、合并日前，张家口福悦祥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已签约、目前尚未开业门店2家：

门店名称 地址 签约日 预计交房日

租赁期限

（年）

合同面积

（㎡）

张家口宣化宣府

大街阳光店

张家口市宣化区宣府大街20号 2018/12/26 2019/2/28 15 7,400

宣化钟楼大街店 张家口市宣化区钟楼大街91号院1号楼 2018/12/29 2019/2/28 20 6,500

三、2019年一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1、分地区门店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地区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变动（%） 毛利率（%） 同比变动（%）

胶东地区 2,964,852,303.30 9.50 17.98 0.30

其他地区 521,103,548.37 50.43 17.42 -0.37

总计 3,485,955,851.67 14.15 17.89 0.21

2、分业态门店主营业务收入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分业态 主营业务收入 同比变动（%） 毛利率（%） 同比变动（%）

大卖场 1,695,918,652.29 22.84 18.42 0.15

综合超市 1,675,543,269.62 6.53 17.64 0.11

百货 40,475,389.31 3.69 13.37 2.36

便利店 7,695,464.49 85.91 21.53 -0.57

专业店 66,323,075.97 15.80 13.29 0.95

总计 3,485,955,851.67 14.15 17.89 0.21

注：

1、主营业务收入为连锁门店主营业务收入，不包含生产加工、配送批发及其他业务收入；

2、胶东地区指威海、烟台、青岛，其他地区指山东省内除胶东地区以外及河北张家口地区；

3、公司专业店主要包括宝宝悦和电器城，其中宝宝悦主要销售的是母婴用品，电器城主要销售的是家

用电器。

特此公告。

家家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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