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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长兴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蔡长兴先生 （持本公司股份22,437,13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5.2892%） 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不超过2,00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4715%。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蔡长兴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2,437,1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5.289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偿还股票质押贷款

2、股份来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3、本次拟减持股份数量：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票不超过2,

000,0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4715%。（若此期间公司发生股份回购注销、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且遵守任意连续九十

个自然日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以大宗交易减持

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的规定。

4、本次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5、本次减持的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认

6、本次减持方式：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者大宗交易方式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股东蔡长兴先生在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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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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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中承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自取

得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12个月后可解锁其持有的标的股份总额的三分之一， 剩余三分之

二的股份继续锁定24个月。期满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同时蔡长兴先生

于2015年5月21日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中承诺：深圳市盈华讯方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盈华讯方”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4,100万元、5,000万元、6,000万元。 其中2015年、2016年盈华讯方业绩承诺

完成率分别为84.95%及98.39%，未实现业绩承诺，蔡长兴先生累计应补偿的股份总数为2,141,

357股，上述股份公司已完成回购注销；2017年业绩承诺完成率为106.05%，实现业绩承诺。蔡长

兴先生在2018年10月11日与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承诺：盈华讯方2018年净利润不低

于5,500万元人民币、2019年净利润不低于6,300万元人民币、2020年净利润不低于7,200万元人

民币。该承诺尚在履行中。

蔡长兴先生所持本公司股份的三分之一已于2016年12月23日解除限售， 其余部分已于

2018年12月24日起全部解除限售。蔡长兴先生严格履行了所作承诺，本次拟减持股份事项不存

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的情况。

蔡长兴先生、蔡亚玲女士及深圳市众富盈邦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作为一致行动人承

诺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以大宗交易减持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的规定；且在股份限制

转让期间届满后12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 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该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50%。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蔡长兴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在减持股份期间，蔡长兴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蔡长兴先生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蔡长兴关于减持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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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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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沛都房

开” ）

●本次担保金额：主债权本金金额60,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沛都房开融资需要， 公司拟于近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署《保证合同》向债权人民生银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60,000万元。

2019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提报的《关于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担

保事项进行授权，授权担保范围包括公司及下属公司（含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参股

公司）的担保，其中授权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60亿元，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

内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包含《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提

交股东大会审批的全部担保情形）； 公司可依据各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额度适当调整担保对象

和担保额度（具体详见公司临2019-010、临2019-016及临2019-023号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杭州沛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46766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钱王街549号1幢501室

法定代表人：俞建午

成立日期：2018-08-22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营销策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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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1,592.74 42,118.79

净资产 -167.66 15,822.81

2018年1-12月（未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167.66 -411.54

股权结构：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3、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人民币6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

各个项目开发等生产经营的融资需要。 沛都房开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其具有实际控制

权，且其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

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990,336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240.37%。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也不存在涉及诉讼及因担保被判决而应承担的事项。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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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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责人翟美卿、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谈惠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杜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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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22,721,473,869.80 21,787,303,032.04 21,787,303,032.04 4.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098,888,567.57 5,084,039,832.84 5,084,039,832.84 0.29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9,203,641.67 -183,827,945.60 -184,465,9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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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收入 531,131,107.47 436,458,062.22 435,701,803.19 21.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647,635.03 13,742,494.44 14,281,666.64 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18,628.17 21,055,326.05 21,594,498.25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9 0.21 0.22

减少0.08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3 0.0041 0.0040 4.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3 0.0041 0.0040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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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0,131,5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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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7,4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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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4,254.8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49,67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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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4,412.50

所得税影响额 -862,168.24

合计 16,766,26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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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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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1,084,438,528 31.90 260,552,763 质押 544,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13,261,476 20.98 113,819,097 质押 598,5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万向信托－

星辰34号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118,090,433 3.47 0 未知 0 未知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上海爱

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2号定向增

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118,090,400 3.47 0 未知 0 未知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中融国

际信托－中融－融珲62号单一资金

信托

88,567,800 2.61 0 未知 0 未知

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香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基金

46,648,438 1.37 0 未知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40,201,005 1.18 40,201,005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35,175,900 1.03 0 未知 0 未知

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31,533,900 0.93 0 未知 0 未知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厦门信

托－厦门信托－鹭岛创富泓谟1701

号资管计划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30,885,800 0.91 0 未知 0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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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 823,885,765 人民币普通股 823,885,765

深圳市金海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99,442,379 人民币普通股 599,442,379

金鹰基金－工商银行－万向信托－星辰34号事务管理类单一

资金信托

118,090,433 人民币普通股 118,090,433

金元顺安基金－兴业银行－上海爱建信托－爱建信托欣欣2号

定向增发事务管理类单一资金信托

118,090,400 人民币普通股 118,090,400

前海开源基金－浦发银行－中融国际信托－中融－融珲62号

单一资金信托

88,567,800 人民币普通股 88,567,800

深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

基金

46,648,438 人民币普通股 46,648,438

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175,9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75,900

杭州炬元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1,533,900 人民币普通股 31,533,900

创金合信基金－招商银行－厦门信托－厦门信托－鹭岛创富

泓谟1701号资管计划投资单一资金信托

30,8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30,885,8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0,440,5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40,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南方香江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海马股份有限公司及深

圳市香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香江汇通一期证券投资基金为一致

行动人。

杭州东方邦信赤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炬元

彤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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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年初金额 增减变动% 原因

货币资金 3,246,930,213.58 2,623,822,220.75 23.75 本期预收房款增加

预付款项 218,858,502.70 146,109,754.83 49.79 本期预付工程款增加

持有待售资产 27,971,180.28 61,105,972.65 -54.23 本期处置持有待售资产

短期借款 1,067,984,362.42 2,037,984,362.42 -47.60 本期偿还借款

预收款项 4,383,374,202.03 3,190,368,857.83 37.39 本期预收房款增加

应付利息 31,090,650.86 73,343,355.16 -57.61 本期支付上期计提借款利息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1,366,745,733.76 2,206,018,134.36 -38.04 本期偿还借款

长期借款 3,486,479,533.03 1,879,431,323.69 85.51 本期长期借款增加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原因

税金及附加 41,714,044.56 30,254,274.44 37.88 本期计提税费增加

财务费用 117,419,226.82 52,116,490.20 125.30 本期利息费用增加

利息费用 117,151,527.34 64,336,397.84 82.09 本期利息费用增加

利息收入 5,736,433.71 15,867,472.21 -63.85 本期利息收入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975,860.70 291,887.10 不适用

本期冲回前期多计提坏账准

备

其他收益 2,117,404.91 89,390.96 2,268.70

本期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金

额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1,274,254.88 -833,072.51 不适用 本期基金公允价值增加

资产处置收益 30,131,508.63 -2,204,956.76 不适用 本期处置持有待售资产增加

营业外收入 1,804,847.31 2,796,850.45 -35.47 本期违约金收入减少

营业外支出 555,171.79 8,653,117.48 -93.58 本期赔偿款减少

所得税费用 15,206,935.11 23,124,340.73 -34.24 本期递延所得税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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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翟美卿

日期 2019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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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王志全、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守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守俊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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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747,049.47 209,019,068.23 4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1,740,265.79 10,524,203.55 1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10,404,234.23 9,240,368.70 12.6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48,258,689.42 -415,213,263.19 64.2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2 0.0037 13.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2 0.0037 13.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6% 0.1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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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3,987,766.99 10,466,364,830.02 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325,059,134.37 7,313,025,953.98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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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237.36 处置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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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70,470.77 收到的政府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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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82,904.7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7,242.43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30,269.5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6,744.75

合计 1,336,03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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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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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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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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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投高新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0.27% 563,666,000

北京市海淀区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59% 350,000,000

王志全 境内自然人 6.23% 173,190,850 152,768,137 质押 143,740,000

杭州霁云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52% 70,000,000 质押 14,000,000

宁波鼎升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1% 41,976,060

鹏华资产－浦发

银行－鹏华资产

方圆6号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1.27% 35,303,153

王新宇 境内自然人 1.18% 32,840,000 质押 32,840,000

鹏华资产－浦发

银行－鹏华资产

金润28号资产管

理计划

其他 1.16% 32,199,040

青岛城投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30,588,235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长

安信托－长安投

资1121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其他 1.10% 30,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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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投高新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563,666,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3,666,000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35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0,000,000

杭州霁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7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00

宁波鼎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1,976,060 人民币普通股 41,976,06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方圆

6号资产管理计划

35,303,153 人民币普通股 35,303,153

王新宇 32,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840,000

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金润

28号资产管理计划

32,199,040 人民币普通股 32,199,040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588,235 人民币普通股 30,588,235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长安信

托－长安投资1121号证券投资单一资

金信托

30,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500,000

冯骏驹 28,522,926 人民币普通股 28,522,92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华资产方圆 6�号资产管理计划和鹏华资产－浦发银行－鹏

华资产金润 28�号资产管理计划同属鹏华资产管理。除此之外，公司未获悉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获悉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宁波鼎升投资合伙企业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41,976,0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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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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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货币资金 740,087,754.09 1,228,106,619.48 -39.74% 减少系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预付款项 477,086,403.10 314,544,758.13 51.68% 增加系本期预付供应商款项增长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73,201,660.58 121,563,740.44 371.52% 增加系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 18,622,546.54 42,674,079.63 -56.36% 系预付长期资产购置款减少所致

应付票据及

应付账款

1,283,999,302.15 987,678,213.11 30.00% 系本期采购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191,917,438.05 110,174,420.86 74.19% 增加系本期预收客户款项增长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5,426,706.93 142,441,563.49 -61.09% 减少系支付上年度奖金所致

应交税费 36,120,784.89 179,460,689.00 -79.87% 减少系支付上年所得税所致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营业收入 308,747,049.47 209,019,068.23 47.71% 系本期项目验收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144,889,502.48 88,222,324.12 64.23% 系本期验收项目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52,573,205.56 33,803,909.61 55.52% 增加系本期加大产品推广力度所致

研发费用 45,983,664.11 35,357,615.41 30.05% 增加系本期加大研发投入所致

财务费用 8,071,831.64 -672,144.51 1,300.91% 增加系支付贷款利息所致

其他收益 19,796,834.60 9,311,692.55 112.60%

增加系收到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

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429,972.84 7,661,966.65 -105.61% 减少系上期收到理财产品收益所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593,996,246.74 385,937,267.75 53.91% 系收到的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收到的税费返还 6,148,448.69 21,206,343.53 -71.01%

减少系上期收到的增值税税费返还金额

较大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103,352,493.71 7,613,271.10 1257.53% 系收回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366,376,332.54 220,766,857.46 65.96% 系支付的采购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98,502,524.30 273,290,057.43 -63.96% 减少系上期支付了业绩承诺保证金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66,109,172.60 2,626,901,638.83 -82.26% 减少系上期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948,643,253.00 2,190,432,900.00 -56.69% 减少系上期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284,470,000.00 100% 增加系本期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9,600,000.00 230,254,237.28 -87.14% 减少系上期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四）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货币资金 246,582,088.77 378,742,687.89 -34.89% 减少系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应收票据及

应收账款

194,313,321.75 146,777,988.74 32.39% 增加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存货 49,465.56 7,843,594.11 -99.37% 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结转成本所致

应付票据

及应付账款

640,693,280.50 341,677,742.76 87.51% 系本期采购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3,185,656.66 11,173,744.54 -71.49% 减少系支付上年度奖金所致

（五）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营业收入 50,828,064.65 2,577,253.14 1,872.18% 系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 26,924,671.65 3,575.13 753,010.28% 系本期销售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6,182,471.93 -2,924,365.48 311.41% 增加系支付贷款利息所致

（六）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年同期发生额 增减变动 变动分析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63,284,008.56 10,500.00 602,604.84% 系收到的销售回款增加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95,228,791.77 899,892,528.08 -56.08% 系收回的保证金减少所致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64,790,552.47 559,943.00 11,470.92% 系支付的采购款增加所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485,514,699.71 295,390,273.53 64.36% 增加系本期支付的往来款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9,500,000.00 250,432,900.00 -96.21% 减少系本期进行现金管理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30,000,000.00 -100.00% 减少系上期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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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8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201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手续。

2、2019年3月12日，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议案》。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同意株洲壹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2019]1257号），公司全

资子公司壹星科技（证券代码：837460）自2019年4月19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3、2019年3月22日，公司与台州杭绍台高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 ）联

合体成员之一的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份额转让协议》，受让其持有的合伙企业9,529.48万

元财产份额（占民营联合体持有的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份额的2%），并履行对合伙企业的出资义务。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缴出资29,029,365.03元，合伙企业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4、2019年1月2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神州高铁线路技术有限公司出资1,000万元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神铁

运宏（武汉）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铁运宏” ）。神铁运宏主要开展轨道交通物流服务等业务。

2019年2月15日， 公司出资5,000万元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神州城轨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神州城

轨” ）。神州城轨主要从事公司城市轨道交通装备销售和系统集成等业务。

2019年2月27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神州高铁车辆技术有限公司出资650万元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天津新卓

联诚机电设备维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卓联诚” ），持股比例65%。新卓联诚主要开展轨道交通设备总

包维保服务等业务。

2019年3月18日，公司子公司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出资4,900万元设立了参股子公司青岛海信微

联信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号公司” ），持股比例49%。信号公司主要开展轨道交通信号产品的研发与

推广等业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终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并回购注销尚

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2019年01月10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04

公司与台州杭绍台高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联合体成员之一的万丰奥特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份额转让协议》。

2019年03月23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21

公司全资子公司株洲壹星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自2019年4月19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2019年04月18日 巨潮资讯网，公告编号：201902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月11日， 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

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99元/股；回购金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0万元

（含）； 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2019年3月29日， 公司披露

《回购报告书》， 确定本次回购股份的0%-30%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70%-100%用于转换公司发

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开立回购专用账户，尚未进行回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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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005

重庆钢

铁

368,

004.75

公允价

值计量

332,

060.10

42,

791.25

0.00 0.00 0.00

42,

791.25

374,

851.3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债务重

组

合计

368,

004.75

--

332,

060.10

42,

791.25

0.00 0.00 0.00

42,

791.25

374,

851.35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

露日期

2017年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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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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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股份回购开始时间及回购价格，未提

供书面资料

2019年01月23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融资业务，未提供书面资料

2019年02月28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2018年公司经营业绩，未提供书面资

料

2019年03月12日 电话沟通 个人

咨询公司股份回购账户开立时间，未提供

书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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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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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组成联合体分别参与

天津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

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

投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天津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目前仍处于招投标阶

段，联合体最终能否中标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概述

1、交易概述

为了推进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神州高铁” ）战略进一步落地，打造公司

运营维保专业能力，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神州高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铁运营” ）拟

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公司” ）及其关联方组成联合体，分别参与投标天津地铁7号线

一期工程PPP项目（以下简称“7号线PPP项目” ）及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以下简称“11号线

PPP项目” ）。公司及神铁运营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在7号线PPP项目合计投资1.57亿元人民币，在11号

线PPP项目合计投资1.50亿元人民币。

2、决策程序

2019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组成联合体参与天津地铁

7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投标的议案》、《关于拟组成联合体参与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投标的

议案》，9位董事均投票同意。 公司董事会在权限范围内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

项，包括但不限于具体磋商、签订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编写投标文件、投标、中标后的项目实施等。

3、本次交易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也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二、联合体牵头方基本情况

7号线PPP项目和11号线PPP项目联合体均由公司、子公司神铁运营、中建公司及其关联方组成，中建公

司为联合体牵头方，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51850

3、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15号

4、法定代表人：官庆

5、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6、注册资本：3000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时间：2007年12月10日

8、经营范围：承担国内外公用、民用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安装、咨询；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与承建；国

内外房地产投资与开发；建筑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堪察与设计；装饰工程、园林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实业投

资；承包境内外资工程；进出口业务；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建筑用金属制品、工具、建筑工程机

械和钻探机械的生产与销售。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7号线PPP项目 11号线PPP项目

项目情况

天津地铁7号线项目，全长42.53公里，从北辰区高铁北部新

城站至西青区赛达八支路站。7号线一期工程自西青区赛

达八支路站至河北区榆关道站， 全长26.53km， 设车站21

座， 概算批复投资268.97亿元， 划入PPP项目范围的为

196.81亿元,其中工程费约146.51亿元。

天津地铁11号线项目，全长37.6公里，从西青区津静

路站至东丽区六经路站。一期工程自南开区水上西

路站至东丽区六经路站，全长22.6km，设车站21座，

概算批复投资256.02亿元， 划入PPP项目范围的为

187.62亿元,其中工程费约138.52亿元。

合作期限 项目合作期26年，其中建设期4.5年，运营期21.5年。 项目合作期26年，其中建设期4年，运营期22年。

项目公司投资比例 政府方出资代表股权占比49%，中建公司及其关联方股权占比49%，公司及子公司神铁运营股权占比2%。

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公司主要负责本项目的设计优化、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运营维护、更新改造和追加投资以及授权范围

内的地铁客运服务和非客运业务经营。

服务要求

本项目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的PPP运作方式。项目实施机构与社会资本参与组建的项目公司签订

《PPP项目合同》，授予项目公司本项目的经营权。

风险分配

政府方主要承担征地拆迁与补偿风险、法律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项目公司主要承担设计风险、建设风险、

运营风险、融资风险、市场收益风险。

联合体分工

投标阶段，中建公司负责联合体投标工作的协调和管理、编制及汇总投标文件；公司及神铁运营主要协助做好

投标工作，负责运营管理及设备等专业部分的标书编制。

中标后项目实施阶段，中建公司负责项目公司与指挥部的组建、施工总体协调、统筹联合体各成员管理，与

其关联方共同承担项目工程建设工作；公司及神铁运营负责部分设备供应、项目建设期运营相关工作及项目建

成后的运营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天津地铁7号线PPP项目和11号线PPP项目是天津城市轨道交通的新建PPP项目，也是《天津市城市轨

道交通第二期建设规划》（2015-2020）中实质整线推动的两条新线路。上述项目也代表着天津轨道交通投

资建设新模式的突破，对于引进投资及市场化运营意义重大。

联合体如能顺利中标其中一条线或两条线，将是公司第一个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的PPP项目，公司

将完整参与项目全生命周期业务，积累轨道交通PPP项目操作经验，获得一条完整线路的PPP项目业绩、轨

道交通运营及维保业绩以及相关设备销售业绩，进一步推动公司战略规划落地，为公司未来广泛开拓轨道

交通运营及维保业务夯实基础。

本次如能顺利中标，公司将根据项目需求、资金状况，在确保公司主营业务正常运作的前提下，完成项

目投资，不会影响公司现金流的正常运转，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

五、风险提示

1、目前项目仍处于招投标阶段，联合体最终能否中标尚存在不确定性。

2、PPP项目投资周期长，资产流动性较低，可能存在投资回收期较长，短期内不能为公司贡献利润的风

险。

3、PPP项目运作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项目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中标后可能面临投资

效益不达预期或亏损的风险。

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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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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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16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详情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36）、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19037）。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拟组成联合体参与天津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投标的议案》

详情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拟组成联合体分别参与天津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

PPP项目、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投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拟组成联合体参与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投标的议案》

详情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拟组成联合体分别参与天津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

PPP项目、天津地铁11号线一期工程PPP项目投标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神州高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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