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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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负责人黄丙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杏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镜和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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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总资产（元）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5,694,967,178.63

5,840,521,420.12

-2.49%

2,397,009,700.40

2,297,117,099.97

4.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
营业收入（元）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988,726,663.41

64.31%

2,261,432,420.61

30.74%

67,509,963.09

497.79%

99,892,600.43

140.01%

64,651,641.50

589.02%

90,971,982.85

192.11%

-28,541,535.84

-10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481.67%

0.1033

140.2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481.67%

0.1033

140.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6%

增加 2.35 个百分点

4.26%

增加 2.38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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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主要是本期确认固定资产处置

-1,609,792.74

和报废损失。
主要是本期确认佛山市标杆高
新 技 术 企 业 50 强 补 助
1,000,000.00 元、广州国际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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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1,183.44

中心集装箱运输扶持资金
1,860,700.00 元，控股子公司佛
山纬达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确认股改扶持金 1,000,000.00 元
和“新三板”挂牌扶持资

2,000,000.00 元。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1,246,940.4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480.49
主要为本期收到的银行理财产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745,640.8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32,730.3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品收益。

3,850,143.56

合计

8,920,617.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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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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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1,296

0

股股东总数（如有）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广东省广新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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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法人

26.00%

251,563,212

0

-

-

国有法人

1.46%

14,157,600

0

-

-

林静虹

境内自然人

0.36%

3,517,000

0

-

-

李霞

境内自然人

0.34%

3,308,850

0

-

-

陈泽鹏

境内自然人

0.28%

2,721,200

0

-

-

朱照富

境内自然人

0.27%

2,624,851

0

-

-

卓辽志

境内自然人

0.26%

2,500,000

0

-

-

江心

境内自然人

0.18%

1,716,100

0

-

-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1,703,500

0

-

-

集团有限公司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一五零
二组合

景顺长城基金－
工商银行－景顺
长城基金工行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7%

1,650,569

0

-

-

500 增强资产管
理计划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份种类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数量

251,563,212 人民币普通股

251,563,212

14,157,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57,600

林静虹

3,51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517,000

李霞

3,308,850 人民币普通股

3,308,850

陈泽鹏

2,721,200 人民币普通股

2,721,200

朱照富

2,624,851 人民币普通股

2,624,851

卓辽志

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00,000

江心

1,716,100 人民币普通股

1,716,100

1,703,500 人民币普通股

1,703,500

1,650,569 人民币普通股

1,650,56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社保基金一五零二组合
景顺长城基金－工商银行－景顺
长城基金工行 500 增强资产管理计
划

公司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新控股集团”
）与其他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说明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中，广新控股集团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51,563,212 股，通过融资融券
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广新控股集团于 2018 年 6 月份开始开展“转融通”
业务，向证券公司出借所持有的部分“佛塑科技”股票，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出借股份
36,000 股；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4,157,600 股，
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林静虹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517,000 股；李霞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
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308,850 股；陈泽鹏通过
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3,423 股，
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707,777
股；朱照富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624,851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0 股；卓辽志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2,500,000 股；江心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16,100 股，通过融资
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股；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社保基金一五
零二组合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03,500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
公司股份 0 股；景顺长城基金－工商银行－景顺长城基金工行 500 增强资产管理计划通
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50,569 股，通过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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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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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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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其他流动资产比期初增加 81.78%，主要是期末公司持有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增加所致；
2.递延所得税资产比期初增加186.05%，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土地增值税会
计税法差异所致；
3.应付账款比期初增加 46.47%，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应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4.预收款项比期初减少 35.27%，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预收售楼款结转收入所致；
5.应交税费比期初增加191.81%，主要是公司应交企业所得税和应交房产税较期初增加所致；
6.其他应付款比期初增加142.86%，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结转收入，预提土地增
值税增加所致，该预提为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根据自身行业性质进行的企业会计处理程序，与公司纳
税义务无关；
7.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比期初增加 377.46%，主要是公司一年内到期的中期借款转入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所致；
8.长期借款比期初减少 40.94%，主要是公司将中期借款 15,000 万元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并
且提前归还 2020 年 3 月 29 日到期的中期借款 5,000 万元所致；
9.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收入增加 30.74%，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结转收入增加
所致；
10.年初至报告期末，税金及附加增加 450.61%，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结转收入
增加所致；
11.年初至报告期末，销售费用增加 57.64%，主要是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确认销售服务
费增加所致；
12.年初至报告期末，其他收益同比增加 67.43%，主要是本期确认的政府补助收入增加所致；
13.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收益同比减少 46.63%，主要是本期对部分联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减少所致；
14.年初至报告期末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33.25%，主要是本期坏账损失重分类至信用减值损失所致；
15.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 55.53%，主要是本期公司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增加所致；
16.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 336.59%，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限公司

结转收入，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17.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的税费返还同比增加 33.80%，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企业所得税返还增加所致；
18.年初至报告期末，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减少 103.75%，主要是本期全资子公司佛山市
合盈置业有限公司预收售楼款减少、以及支付工程款和服务费同比增加使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同比下降 5.62 亿元所致；
19.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278.20%，主要是本期公司收到联营企业的分
红款增加所致；
20.年初至报告期末，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同比减少 74.19 万元，
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到的资产处置款项减少所致；
21.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 48.35%，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现同比减少 41.37%，主要是本期公司购买和赎回的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发生额减少所致；
22.年初至报告期末，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31.56%，主要是
上期公司部分工程设备已投入使用并结转固定资产，本期新增投入减少所致；
23.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59.07%，主要是公司本期偿还部分中长期借款，根
据融资市场成本变化调整筹资结构所致；
24.年初至报告期末，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65.23%，主要是公司上期归还 5 亿元中期票据所致；
25.年初至报告期末，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59.49%，主要是本期公司分配
现金股利减少，且调整筹资结构偿还中长期借款，借款本金减少所致；
26.年初至报告期末，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同比减少 976.95 万元，主要是本期控股子公
司佛山纬达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分配少数股东股利减少所致；
27.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及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发生变化主要是由于公司已质押的
定期存款及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的保证金变动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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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
2019年7月15日，公司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设立项目公司投资建设
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的议案》。公司拟设立项目公司，致力于先进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
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项目公司拟投资107,609万元建设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及系统项目和动力锂

离子电池研发中心。2019年9月20日，项目公司完成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项目公司名称为“广东省佛塑新能源有限公司”。具体情况详见2019
年6月29日、2019年7月16日、2019年9月21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截至本报告披露
日，项目正在推进中。

2.华韩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
2018年7月1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
料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的议案》。华韩公司投资建设高速节能婴用基材项目，主要生
产低克重印刷透气薄膜。项目总投资12,885.4万元，其中本公司投资金额2,369.33万元，按本项目设备要求
规划设计在本公司所属的佛山三水工业园建设厂房，建成后按市场化原则租赁给华韩公司使用；华韩公司
投资10,516.07万元，用于生产设备投资等。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新增低克重印刷透气薄膜4,800吨/年。
（项
目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19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截止本报
告披露日，项目主要设备正在按计划定制生产中，准备进入验收阶段，厂房正在建设。

3.控股子公司易晟达公司玻璃盖板项目
易晟达公司主要从事应用于玻璃、有机及复合基板的光电纳米材料的研发及生产，重点针对5G通讯类
消费电子用特种陶瓷新材料的研发生产。主要产品为移动终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盖板及触摸屏面
板、车载显示面板、智能家电家居面板、光学产品及陶瓷、金属配件等新型纳米材料的制备加工。面向消
费电子、光学、新材料、机电仪器等行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车载触控
屏、导航仪、数码相机、智能穿戴、智能家电家居等消费类领域及光学元器件、特种功能纳米材料、玻璃、
陶瓷及金属表面改性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项目公司于2017年12月成立，截至本报告披露日，项目处于
试生产和市场推广阶段。

4.公司与上硅所合作成立石墨烯动力锂离子电池研发中心项目
2016年3月1日，公司与上硅所签署了《石墨烯在动力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研究及产业化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共同成立石墨烯动力锂离子电池研发中心，致力于石墨烯在动力锂离子电池及高分子膜材料的应用研
究及产业化工作，重点攻克石墨烯宏量制备、石墨烯在锂电池中的使用、技术与产品转化方面等关键问题，
为公司发展新能源及新能源业务提供技术创新支持。本项目研发总投入约为5,000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已支付上硅所1,893.37万元，中试线设备投入444.60万元。目前研发中心基于上硅所开发出的低缺陷、
高分散石墨烯量产技术，针对石墨烯在动力电池中面临的产业化应用难题，在石墨烯基动力电池研发上取
得了进展，已研制出新型高导电石墨烯-碳纳米管复合导电剂浆料，浆料分散性好，能应用于磷酸铁锂动力
电池和三元锂离子电池；已设计开发出高功率长寿命石墨烯基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和新型高功率石墨烯基锂
离子电池样本；目前项目已建成锂离子电池中试生产线，完成3.3Ah能量型18650电池的中试验证，能量密
度达到260Wh/kg，并完成部分中试验证；完成1.4Ah高功率长寿命石墨烯18650电池的中试验证并进行中试
生产，实现6分钟充电达到80%的容量，该类产品可应用于电动工具、无人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同时进
行3.4 Ah能量型电池的小试开发。项目相关技术已申请发明专利14项，其中已授权12项。公司还开展了石
墨烯在高分子材料的应用研究，如利用乙二醇石墨烯悬浮液进行PET合成等实验。

5.子公司佛山冠丰塑胶有限公司清算事项
子公司佛山冠丰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丰公司”）因经营期满，2014年经股东协商，决定依照法
律法规等相关程序依法清算冠丰公司，于2014年成立清算组。2019年9月16日，经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
批，核准冠丰公司注销工商登记，注销后公司不再将其纳入合并范围。本事项没有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
大影响。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合盈置业有 2019 年 09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限公司 100%股权的事项

2019 年 10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8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5 年 09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03 月 12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6 年 10 月 15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8 年 05 月 30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7 月 23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19 年 08 月 17 日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对广州华工百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逾期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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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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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自有资金

17,004.0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未到期余额
16,356.00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0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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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黄丙娣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