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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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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李洪信、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宗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辉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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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1,080,597.76 5,041,290,788.22 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80,242,873.45 616,719,951.10 -38.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333,872,009.80 603,867,963.98 -44.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670,161,816.09 631,792,219.81 322.6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24 -37.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 0.24 -41.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98% 5.82%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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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20,697,621.72 29,523,138,690.61 1.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98,656,667.78 12,572,723,214.33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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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46,58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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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566.1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5,954.61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558,874.1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47,237.00

合计 46,370,86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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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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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66% 1,235,224,184 0

质押 265,000,000

冻结 8,556,15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1.63% 42,276,724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51% 39,143,325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

核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29% 33,486,180 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1.16% 30,000,000 0

齐鲁证券资管－民生银行－齐鲁民

生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0.85% 22,067,552 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其他 0.85% 21,999,947 0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境外法人 0.82% 21,181,373 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八组合 其他 0.67% 17,488,60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1% 15,898,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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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235,224,184 人民币普通股 1,235,224,18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42,276,724 人民币普通股 42,276,72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39,143,325 人民币普通股 39,143,32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邮核

心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3,486,180 人民币普通股 33,486,18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

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3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0

齐鲁证券资管－民生银行－齐鲁民生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2,067,552 人民币普通股 22,067,552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21,999,947 人民币普通股 21,999,947

澳门金融管理局－自有资金 21,181,373 人民币普通股 21,181,37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八组合 17,488,600 人民币普通股 17,488,6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5,898,405 人民币普通股 15,898,40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同属于全国社保基金；其他股

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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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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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期末/本报告期 期初/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比例

变动原因说明

金额（元） 金额（元）

货币资金 2,810,794,077.51 1,970,887,960.96 42.62%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银行存款增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527,431,419.19 5,253,173,390.13 -13.82%

其中：应收票据 2,550,591,285.99 3,789,446,569.88 -32.69%

主要原因是本期用票据方式支付货款增加，致使票

据余额减少。

应收账款 1,976,840,133.20 1,463,726,820.25 35.06%

主要原因是本期应收账款按合同约定未到期致使

金额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27,632,515.20 -100.00% 主要原因是融资租赁保证金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 996,290,474.41 636,786,627.06 56.46%

主要原因是老挝公司120万吨造纸项目、 本色高得

率生物质纤维项目付款增加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600,633.15 -100.00%

主要原因为远期结售汇业务交割完毕，及本期末远

期结售汇业务比年初减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1,895,109.02 74,156,551.85 -70.47% 主要原因是本期末计提职工薪酬比年初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7,538,579.31 46,555,753.95 -83.81% 主要原因是计提利息到期支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27,330,000.00 1,717,235,482.35 -63.47%

主要原因是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的本息兑付。

其他综合收益 62,771,844.16 125,438,555.78 -49.96%

主要原因是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将重分类进损益的

其他综合收益比年初减少。

税金及附加 22,451,725.99 34,771,098.69 -35.43%

主要原因是本期计提各项税金比去年同期减少所

致。

研发费用 63,788,168.37 18,864,406.89 238.14% 主要原因是本期研发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其他收益 4,863,292.38 2,365,182.90 105.62%

主要原因是企业日常活动与资产有关的政府补助

摊销比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00,633.15 1,892,044.20 -68.25%

主要原因是本期转回上年末计提的远期结售汇业

务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同比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403,957.28 -100.00% 主要原因是本期资产处置收益同比减少。

营业外收入 64,224,526.29 21,340,518.70 200.95%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政府扶持资金比去年同期增

加。

营业外支出 205,277.68 464,927.51 -55.85%

主要原因是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比去年同期减少

所致。

所得税费用 86,273,998.12 228,572,330.55 -62.26%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造纸行业整体景气度普遍下

滑，部分产品价格同比降低，公司生产所需大宗原

材料价格保持高位震荡，产品销售成本同比增长较

快，致使本期利润总额减少，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营业利润 403,473,711.08 895,511,286.11 -54.94%

利润总额 467,492,959.69 916,386,877.30 -48.99%

净利润 381,218,961.57 687,814,546.75 -44.58%

1、少数股东损益 976,088.12 71,094,595.65 -98.63%

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80,242,873.45 616,719,951.10 -38.34%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097,206,601.00 5,100,786,800.40 39.14%

主要原因是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而

经营活动现金销售商品流入高于购买商品支出较

多，致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427,044,784.91 4,468,994,580.59 -0.9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70,161,816.09 631,792,219.81 322.63%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978.48 1,433,132.79 -99.72%

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老挝公司120万吨造纸项目、

本色高得率生物质纤维项目付款增加且高于去年

同期工程项目的付款金额。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10,263,738.23 999,946,537.67 1.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10,259,759.75 -998,513,404.88 -1.18%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5,629,725,140.06 3,664,497,369.11 53.63%

主要是本期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增加低于筹资活动

到期偿还现金流出，致使本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6,537,181,334.37 4,479,857,858.60 45.9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07,456,194.31 -815,360,489.49 -11.3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1,387,630,018.45 598,471,109.63 131.86% 主要是本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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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2017年）事宜进展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和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

换公司债券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2、 公司于2017年7月10日， 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1396

号），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

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3、 公司于2017年8月1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171396号）。

4、2017年9月19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2017年第147次发审委会议对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申请获得通过。公司于2017年11月8日获得核准发行批文。

5、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时间为2017年12月22日，债券的简称为“太阳转债” 、债券代

码为“128029” ，初始转股价格为8.85元/股，上市时间为2018年1月16日；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为2017年12月

22日至2022年12月22日；债券转股期的起止日期为2018年6月28日至2022年12月22日。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2.00亿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和律师、会计

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及路演推介费用等其他发行费后，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117,859.00万元，前述资金已

于2017年12月28日汇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6、公司于2018年1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117,859.00万元。

7、根据相关规定和《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自2018年6月28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太阳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8.85元/股。

因公司实施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除权除息日为2018年6月22

日，太阳转债的转股价格于2018年6月22日起由原来的 8.85元/股调整为8.75元/股。

8、2019年第一季度，太阳转债因转股减少7,600元（76张），转股数量为866股；截至2019年3月31日，太阳

转债因转股减少141,400元（1,414张），转股数量为16,144股，太阳转债尚有1,199,858,600元（11,998,586张）

挂牌交易。

（二）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2018年）事宜进展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方案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2、公司于2019年2月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

理序号：190174），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

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

申请予以受理。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7年）事项

2019年04月01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2019年一季度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2018年）事项

2019年02月11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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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适用 √ 不适用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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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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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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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月15日 实地调研 机构 详见2019年2月18日刊登于公司互动易平台上的投资者关系活动情况表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洪信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2019年 4 月 27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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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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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2�公司负责人朱贤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廖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晓帅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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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47,669,940.35 11,869,893,816.47 -1.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32,717,012.67 3,307,127,114.38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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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266,046.48 -384,728,615.72 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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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056,066.74 317,001,013.64 1.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589,898.29 21,065,440.65 2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804,620.91 20,717,242.75 10.0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77 0.73 增加0.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1 0.026 19.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1 0.026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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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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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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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6,7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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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3,6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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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6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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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928,425.79

合计 2,785,27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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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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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391,617,705 47.78 73,556,050 无 国家

厦门达沃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49,740 1.57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47,400 1.47 无 国有法人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1,376,600 1.39 无 国有法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5,056,098 0.62 无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4,982,371 0.61 无 其他

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 4,650,338 0.57 无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周逸诚 3,794,817 0.46 无 境内自然人

王政兴 3,620,080 0.44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3,063,377 0.37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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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18,061,655 人民币普通股 318,061,655

厦门达沃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849,740 人民币普通股 12,849,74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2,047,4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47,400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1,376,600 人民币普通股 11,376,6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056,098 人民币普通股 5,056,09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982,371 人民币普通股 4,982,371

南京长恒实业有限公司 4,650,338 人民币普通股 4,650,338

周逸诚 3,794,817 人民币普通股 3,794,817

王政兴 3,620,080 人民币普通股 3,620,08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063,377 人民币普通股 3,063,37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注：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系承诺锁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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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表科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661,889,480.56 366,570,006.59 80.56%

本期结构性存款到期，转至货币

资金科目核算，18年年末在其他

流动资产列示。

应收利息 0.00 5,543,645.85 -100.00%

本期西藏国能矿业公司委贷利

息全部收回。

其他流动资产 214,312,412.62 849,616,585.19 -74.78%

本期结构性存款到期转入货币

资金列示。

其他非流动资产 - 70,500,000.00 -100.00%

本期西藏国能矿业公司委贷本

金余额全部收回。

应付账款 559,334,465.46 921,801,887.89 -39.32%

本期支付了较多应付未付工程

款。

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

债

50,000,000.00 250,500,000.00 -80.04%

本期归还了年内到期银行借款

所致。

利润表科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管理费用 26,640,967.82 18,102,928.71 47.16%

本期新增子公司世贸之都静安

国际万国荟购物公园折旧及摊

销费用。

营业外收入 23,390.41 305,518.11 -92.34%

本期子公司泉州上实置业收到

的违约金收入较上期有所减少。

营业外支出 350,000.18 5,673,148.89 -93.83%

上期为子公司泉州上实置业捐

资助学产生的捐赠支出。

所得税费用 18,662,263.62 3,810,118.17 389.81%

去年同期子公司泉州上实置业

公司有未抵扣完的可弥补亏损，

于本期抵扣完成，本期计提了对

应的所得税。

少数股东损益 -370,841.76 -96,624.84 283.80%

本期子公司西安和润经营亏损

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现金流量表科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增减比率 变动原因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 356,400.00 -100.00%

上期子公司西安和润出售了公

司商务车辆，本期未有发生。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

所支付的现金

327,940.89 189,212.36 73.32%

本期子公司世贸之都静安国际

万国荟购物公园开业初期购买

了较多办公用固定资产。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 10,000,000.00 -100.00%

上期为西藏国能矿业委托贷款，

本期未有发生。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10,701,540.00 7,832,860.66 36.62%

本期增加部分为子公司广富林

项目银团贷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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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贤麟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773� � � �证券简称：西藏城投 公告编号：2019-017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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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于2019年4月

26日上午10：00在公司24楼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由董

事长朱贤麟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副总经理王柏东先生因为个人住房需求，拟购买公司全资孙公司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

海宸尊域九龙居住宅一套， 房屋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组团东海滩涂整理项目区域C-3-1地块，总

面积为300.26平方米，房屋售价为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价格，单价为10,867元，总价为3,262,925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

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有关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9票，其中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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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定期）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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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定期）会议于2019年4月

26日上午11:00以现场结合通讯传真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长沈捷英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副总经理王柏东先生因为个人住房需求，拟购买公司全资孙公司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

海宸尊域九龙居住宅一套， 房屋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组团东海滩涂整理项目区域C-3-1地块，总

面积为300.26平方米，房屋售价为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价格，单价为10,867元，总价为3,262,925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3月31日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

[2017]7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

会计》（财会[2017]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

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有关要求，公司对原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为3票，其中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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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向关联人

出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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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交易风险。

2、 过去12个月公司及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过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0次，交易金额0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副总经理王柏东先生因为个人住房需求，拟购买公司全资孙公司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

海宸尊域九龙居住宅一套， 房屋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组团东海滩涂整理项目区域C-3-1地块，总

面积为300.26平方米，房屋售价为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价格，单价为10,867元，总价为3,262,925元。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

因本次房屋购买方王柏东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

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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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介绍

王柏东，男，中国国籍，住所为上海市静安区，最近三年任公司副总经理。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标的为公司全资孙公司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海宸尊域九龙居住宅一

套，房屋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东海组团东海滩涂整理项目区域C-3-1地块，总面积为300.26平方米。交

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房屋售价为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备案价格，单价为10,867元，总价为3,262,925元。本次关联交易的

定价根据该项目楼盘的市场销售价格确定，严格遵循了市场定价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主要内容:拟签署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及内容与普通购房者一致，待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

履约安排:首付1,462,925元，余款180万申请商业贷款，具体付款时间节点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正式

购房合同执行。

五、该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正常销售行为，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股东

的利益。该交易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该交易对公司独立性

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泉州市上实置业

有限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关于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向关联人出售商品房事项，我们认真审阅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的房屋购

买合同等资料，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销售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

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符合该商品房的市场销售价格及购买该商品房的销售政

策，关联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根本利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维护了全体股东，

包括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发生关联交易。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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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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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新金融工具准则实施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公司将自

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数，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

财务指标。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事项及原因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 7

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财会 [2017� ] � 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

计》（财会[2017� ]� 9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

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 )� ，并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19年l月1日起实施。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颁布、修订，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需对原会计政

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调整，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

数，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二、公司执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所有已确认金融资产其后续均按摊余成本或公允价值计量。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以本公司该日既有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以金

融资产初始确认时的事实和情况为基础评估该金融资产上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将金融资产分为三类：按

摊余成本计量、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及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其中，对

于按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权益工具投资，当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之前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将从其他综合收益转入留存收益，不计入当期损益。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债务工具投资、租赁应收款、合同资产及财务担保合同计提减值准备并确认

信用减值损失。

根据衔接规定，企业无需按照金融工具准则追溯调整前期可比数。因此，公司自2019年开始变更会计政

策，并自2019年第一季度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追溯调整2018年可比数，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依照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变更，修订后的会计政策符合

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应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

合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务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执行会计政策变更

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0773� � � �证券简称：西藏城投 公告编号：2019-021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减值

测试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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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西藏城投” ）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03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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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次交易” ）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

监会〈关于核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44号）。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复

后，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协议以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积极组织实施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一、减值补偿承诺

为充分保护上市公司以及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上海市静安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静安区国资委” ）就本次重组中上海藏投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藏投酒店” ）的减值补偿事宜、厦门

达沃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达沃斯” ）就本次重组中泉州市上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泉州置业” ）的减值补偿事宜及上海明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明捷” ）、厦门西咸实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西咸” ）、厦门国锂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国锂” ）、西藏国能矿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国能” ）、湖北国能工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工业” ）、湖北东方国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国金” ）就本次重组中陕西国能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国

锂” ）的减值补偿事宜，签订《资产减值补偿协议》，约定如下 ：

（一）减值补偿期间

本次重组的减值补偿期间为西藏城投本次重组新发行的股份及支付的现金过户至交易对方名下之日

起连续3个会计年度（含本次重组股权过户日的当年）。静安区国资委、厦门达沃斯及上海明捷、厦门西咸、

厦门国锂、国能工业、东方国金、西藏国能等六名法人已在2017年将其持有的藏投酒店100%股权、泉州置业

14.99%股权及陕西国锂41.21%股权转让给公司。因此减值补偿期间为2017年、2018年、2019年。

（二）静安区国资委、厦门达沃斯、厦门国锂、厦门西咸、东方国金、国能工业、上海明捷承诺：

1、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后，西藏城投可在补偿期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不晚于公告补偿期每一个会计年度的年度审计报告后三十日

内出具减值测试结果的审核意见；如根据减值测试结果标的资产相对本次交易作价存在减值情形，补偿义

务人将依据减值测试结果对西藏城投进行股份补偿。

2、如西藏城投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显示标的资产存在减值的（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意见为准），补

偿义务人将在审核意见出具后三十日内以股份对西藏城投进行补偿。应补偿的股份数量为：标的资产期末

减值额÷本次重组新发行的股份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前述减值额为拟购买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拟购

买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拟购买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西藏城投在

补偿期内实施送股、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应补偿

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西藏城投将以总价1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专门账户中存放的全部补偿股份，

并予以注销。

3、西藏城投在补偿期内相应会计年度实施现金股利分配的，则补偿义务人在补偿股份的同时应就所补

偿股份对应取得的现金股利予以现金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截至补偿前每股已获得的现金股利×应

补偿股份数量。

4、如应补偿股份超过本公司届时所持西藏城投股份数量，超过部分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补偿，补偿金

额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重组新发行的股份价格。

5、在任何情况下，补偿义务人对标的资产减值额进行补偿的金额总额不得超过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作

价。

6、补偿期内，补偿义务人在各年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三）西藏国能承诺：

1、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西藏城投可在补偿期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不晚于公告补偿期每一个会计年度的年度审计报告

后三十日内出具减值测试结果的审核意见； 如根据减值测试结果标的资产相对本次交易作价存在减值情

形，补偿义务人将依据减值测试结果对西藏城投进行现金补偿。

2、如西藏城投进行减值测试的结果显示标的资产存在减值的（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意见为准），补

偿义务人将在审核意见出具后三十日内以现金对西藏城投进行补偿。应补偿的现金为：标的资产期末减值

额－已补偿的现金。

3、在任何情况下，补偿义务人对标的资产减值额进行补偿的金额总额不得超过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作

价。

二、减值测试情况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洲评估” ）对截止2018年12月31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于2019年4月10日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19】第0290号《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所载，上海藏投酒

店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为1,082,921,274.27元；

于2019年4月10日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19】第0291号《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所载，泉州市上实

置业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1,818,816,684.54元；

于2019年4月24日出具了东洲评报字【2019】第0413号《资产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所载，陕西国能锂

业有限公司2018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201,849,168.65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减

值测试的结论” 。

根据相关专项审核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未发生减值。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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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房地产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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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房地产项目储备情况

2019年1-3月，公司无新增房地产土地储备。目前公司房地产土地储备面积约181.17万平方米。

二、房地产项目开工、竣工情况

2019年1-3月，公司新开工项目面积26.61万平方米，在建项目面积73.27万平方米，截止3月底，竣工项目

面积10.78万平方米。

三、房地产项目销售情况

2019年1-3月， 公司实现合同销售套数14套， 实现合同销售面积3,092.85平方米， 实现合同销售金额4,

755.72万元。

2019年1-3月，公司实现车位销售个数17个，实现车位销售面积334.17平方米，实现车位销售金额284.8

万元。

四、房地产出租情况

截至2019年3月末，公司可供出租物业面积为18,738.25平方米，出租率为86%，第一季度，公司出租物业

取得租金收入296.79万元；上海北方智选假日酒店客房数为472间，酒店取得经营收入967.70万元。

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情况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仅供

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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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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